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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增值税会计处理

骆永菊 1
（教授），骆剑华 1，王 珞 2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将金融服务纳入增值税范围，具

体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

金融商品转让。对于金融商品转让业务，该文件规

定：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

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金融商品

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转

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

销售额。若相抵后出现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

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

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金融商品的买入价，

可以选择按照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

核算，选择后36个月内不得变更。

企业购买金融商品再转让业务是否属于增值税

征税范围以及如何进行财税处理？首先需对金融商

品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然后根据财税［2016］36
号文件规定确定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具体构成，最后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和增值税法规，对该类业务进行

会计处理。本文以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普通股）为

例，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提出财税处理方法。

一、现行法规对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转让应税

范围的界定

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的规定，确定一项金

融商品转让业务是否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首先需

要判断其转让对象是否为该文件所规定的金融商

品。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有价证券是指标

有票面金额，用于证明持有人或该证券指定的特定

主体对特定财产拥有所有权或债权的凭证。

有价证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有价证券

包括商品证券（如提货单、运货单等）、货币证券［如

商业汇票（本票）、银行汇票（本票）等］和资本证券

（包括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而狭义的有价证券则

仅指资本证券。根据增值税相关法规及财税［2016］
36号文件的规定，商品证券和货币证券显然不属于

增值税征税范围，因此，属于“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

征税范围的有价证券应特指资本证券（狭义的有价

证券）。

本文是以股票投资为例进行解析，那么，企业转

让所持股票是否均属增值税征税范围？笔者认为，这

里需根据企业所转让股票的取得方式及特征分情况

分析和判断。

一般来说，企业取得股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

是新公司设立时以认缴方式获得；二是对已经成立

的公司以增资方式认购获得；三是通过证券市场以

股权转让方式受让获得。

对于第一种方式，在被投资企业上市前所获得

的股票不属于有价证券，不应作为金融商品，因此，

即使该类股票转让前被投资企业股票已实现上市流

通，在转让时，其转让收入也不属于财税［2016］36号
文件规定的征税范围。对于第二种方式，企业参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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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再融资，以认购（增资）方式获得股票，虽然属

于金融商品，但因其取得方式是增资而不是购入，故

也不应纳入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的征税范围。

实际上，企业只有转让通过第三种方式（买入方式）

取得的股票才符合财税［2016］36号文件的征税规

定。综上，只有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再转让的股票，才

属于财税［2016］36号文件的“金融服务——金融商

品转让”税目中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

二、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转让销售额的确定

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对金融商品转让销售

额确定方式规定，销售额确定的关键就是确定金融

商品的买入价、卖出价，到目前为止，相关法规未做

出具体规定，造成企业对于该类业务的增值税处理

缺乏操作依据。笔者以为，要想合理确定金融商品转

让销售额，关键是要准确界定该类业务中买入价和

卖出价的构成内容。

（一）买入价的确定

股票类金融商品买入价应该反映企业股票投资

的初始成本，因此，购买股票所支付价款应为其买入

价的主要构成内容。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购买股票，还

会发生相关税费，其中税金主要涉及印花税，费用主

要为支付给证券经纪的佣金、手续费等。由于股票交

易印花税应根据其交易金额单独向卖方征收，与股

票购买方无关，自然不包含在买入价中。购买股票所

支付的佣金、手续费等是由股票投资业务所引起，金

额大小与所购买股票金额密切相关，根据相关性原

则，其应属于股票投资成本构成内容，自然也应计入

股票投资买入价。

此外，购买股票时支付佣金、手续费等，在性质

上属于财税［2016］36号文件中购买“现代服务——

商务辅助服务——经纪代理服务”业务，按规定可抵

扣进项税额（股票购买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时），因此，

购买股票所发生的佣金、手续费等支出，应该以不含

可抵扣进项税的金额计入其买入价，当然，如果购买

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则应全额计入买入价。

（二）卖出价的确定

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金融商品转让按差

额（卖出价-买入价）确定销售额，企业转让股票类

金融商品，其向受让方收取的价款和价外费用显然

属于卖出价的构成内容。此外，在转让股票时，同样

涉及缴纳印花税以及支付相关的佣金、手续费等，这

些税费是否需要从卖出价中扣除呢？

根据印花税相关法规规定，转让股票时，转让方

应根据交易金额按相关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从性

质上讲，印花税属于价内税，应包含在转让价格中，

因此该笔税金不应从卖出价中扣除。转让股票时支

付佣金、手续费等属于购买“现代服务——商务辅助

服务——经纪代理服务”业务，而转让股票属于“金

融商品转让”业务，两者分属不同增值税税目，且前

者属于购进而后者属于销售增值税应税项目，性质

相反，因此，卖出价中不能扣除所支付的佣金、手续

费等。

此外，根据增值税相关法规规定，“发生应税销

售行为时，销售额为向买方所收取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不含法定代收项目）”，未规定允许扣除相关税

费。综上，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转让的卖出价中不应

扣除印花税、佣金、手续费等。

（三）持有期间分配股息（红利）以及应收未收股

息（红利）是否计入销售额

企业购买股票后，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

（红利），其实质为该笔股票投资在持有期间所实现

的增值，增值税相关法规未将该类增值纳入征税范

围，因此在转让股票时，其销售额中不应包括股票持

有期间所分配的股息（红利）。

在实务中，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购买股票时，其支

付价款中可能包含转让方应收未收的股息（红利），

或者在转让股票时，收取的价款中包含应收未收的

股息（红利），在这两种情况下，买入价或卖出价中是

否需要扣除应收未收的股息（红利）？企业购买股票

时，支付价款中所包含的转让方应收未收的股息（红

利），实质上属于转让方持有该股票期间所实现的投

资增值，该增值额归属于转让方而非购买企业，因

此，购买企业支付价款中所包含的应收未收股息（红

利），不能构成购买方股票投资成本，自然也不应包

含在买入价中。同理，企业转让股票时，向受让方收

取价款中所包含的应收未收股息（红利），实质上是

该笔投资在持有期间所实现的投资增值，根据财税

［2016］36号文件规定，该类股息（红利）性质的增值

不属于增值税征税对象。因此，企业转让股票投资时

收取价款中包含的应收未收的股息（红利），不应计

入转让股票投资的卖出价。

综上，不管是购进股票环节还是转让股票环节，

企业支付（或收取）的应收未收股息（红利），实质上

均属于该类股票在持有期间所实现的增值，不属于

财税［2016］36号文件中“金融服务——金融商品转

让”业务的征税对象，因此在确定股票买入价和卖出

价时，应该将该类股息（红利）扣除，不计入股票转让

销售额。同样，对所转让股票投资在其投资期间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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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股息（红利），亦不应包含在股票投资转让销售

额中。

三、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会计处理

企业在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投资时，可将其划分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

投资，相关业务主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 22）、《企业会计准

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CAS 2）等进行会计处

理。

企业将通过证券市场所购买的股票再转让时，

其增值税会计处理，除遵循增值税相关法规、财税

［2016］36号文件规定以及上述相关会计准则外，还

可参考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征求〈关于增值税会计处

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财办会［2016］
27号）。财办会［2016］27号文件规定，金融商品转让

按规定以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的账务处

理。对于金融商品转让，可以先将含税金额一并记入

“投资收益”科目；期末进行调整，借记“投资收益”科

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

目（小规模纳税人应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科目）。金融商品转让盈亏相抵后出现负差，按规

定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

抵的，企业应在账外备查登记。

（一）会计科目设置

从会计处理角度看，对于股票转让业务，其盈亏

应该通过“投资收益”科目核算，而与该股票转让业

务相关的其他业务的会计处理也可能涉及“投资收

益”科目，如股票持有期间应确认的股息（红利），如

前所述，不属于“金融服务——金融商品转让”征税

范围，但会计上通过“投资收益”科目核算，这与财办

会［2016］27号文件规定股票转让销售额记入“投资

收益”科目混淆。为准确核算企业金融商品转让业务

的应税销售额，使该类涉税业务在财税处理上保持

一致，笔者认为，对归类于财税［2016］36号文件“金

融商品转让”税目的金融商品，可依据所涉及“投资

收益”科目的业务性质和类别，在“投资收益”科目下

设置相应明细科目。

以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为例，对于转让业务，按

照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所确定的销售额可通过

“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股票”科目核算；

对于取得股票环节，如果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初

始计量时所支付的佣金、手续费等（不含可抵扣进项

税额）可通过“投资收益——佣金等”科目核算；对于

投资持有期间，属于应分配的股息（红利）等可通过

“投资收益——股息（红利）”科目核算，属于应分享

（或分担）被投资方实现净损益可通过“投资收益

——损益调整”等科目核算（权益法核算股票投资）。

期末，对当期“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股

票”科目（三级明细）借贷方发生额进行归集（对当期

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转让业务销售额正负盈亏进行

合并），并结出余额（企业当期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

转让业务的销售额）。同理，可确定其他类型金融商

品转让业务“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
明细科目余额。

对当期期末所有类型金融商品的“投资收益

——金融商品转让”科目（二级明细科目）进行归集、

汇总，结出最终余额。若余额在贷方，表示企业当期

金融商品转让业务发生应税销售额（含税）；反之，表

示企业当期金融商品转让业务不需缴纳增值税，该

余额可结转下一个纳税期，与下期金融商品转让销

售额（下期“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科目贷方

发生额）相抵，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

一个会计年度。

（二）增值税会计处理

股票投资类金融商品转让，其增值税征税对象

为该股票转让销售额，按“卖出价-买入价”计算确

定。在会计处理上，股票转让业务按处置股权投资进

行核算，结转账面价值时，转让价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结转该股票持有期间暂时

性损益变动或所有者权益变动等相关科目余额时，

差额也记入“投资收益”科目。可见，根据前述科目设

置方法，对于股票转让业务，转让销售额的核算（记

入“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股票”科目）只

与其买入价和卖出价相关。但是，根据CAS 22规定，

股权投资处置业务的账务处理，不仅涉及该股权投

资的初始成本、转让价格，还与股票持有期间公允价

值变动（如有）、减值准备（如有）、其他权益变动（如

有）等相关。因此，股票转让业务按CAS 22规定所确

认的投资收益，与按财税［2016］36号文件及财办会

［2016］27号文件关于金融商品转让业务财税处理的

规定所确定的销售额（“投资收益”科目余额），在核

算口径、方法和金额上存在差异。

为实现转让股票投资业务增值税相关法规与会

计处理的协调与统一，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以下两个

步骤对该类增值税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步，核算股票转让销售额。根据财税［2016］
36号文件规定，首先，按照先进先出法或（移动）加权

平均法确定所转让股票的买入价（税法口径）；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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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所转让股票的投资成本明细科目（贷记），并按

卖出价（税法口径）确认企业转让股票已收取或应收

取的款项（借记）；最后，以借贷差额反映该项股票转

让业务的销售额，记入“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

——股票”科目。其会计分录为：借：其他货币资金

等；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或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成本，或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投资

收益——金融商品转让——股票（或借记）。

第二步，将按财税［2016］36号文件所确定的转

让股票的买入价与该转让股票结转前的成本明细账

金额（按CAS 22所确定的取得该股票的初始计量

成本，会计口径）进行比较，差额需结转，同时结转

该转让股票明细科目金额（成本明细科目除外）以

及与处置损益相关科目的金额，并通过“投资收益

——损益调整”科目进行调整。若金融商品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其会计处理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或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或贷记）；贷：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或借记），投资收益——损益调整

（或借记）（倒挤）。若金融商品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或长期股权投资，则会计分录做相应调整。

期末，归集、汇总“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

科目借方、贷方发生额，结出余额。若余额在贷方，则

企业应以该余额（含税销售额）按规定计算缴纳转让

金融商品业务增值税，其会计分录为：借：投资收益

——金融商品转让；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若余额在借方，则企业当期转让金融商

品业务不缴纳增值税，该余额可结转至下一纳税期

与下期金融商品转让销售额相抵，并在备查账簿中

登记。

四、案例解析

例：2016年，与甲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股票

投资业务相关信息为：2016年 5月以每股 10元的价

格购入上市Ａ股票 100万股，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核算，支付经纪佣金10万元（不含税，下同）。2016
年6月和8月分别以每股6元和8元的价格购入上市

B股票200万股和300万股，均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两次投资B股票分别支付佣金 12万元和

24万元。2016年12月，因资金周转困难，该企业将所

持A股票以每股11元价格全部转让，支付佣金11万
元，此外，还将所持Ｂ股票以每股 7元价格转让 100
万股，支付佣金7万元。

假设转让A、B股票前，无未抵减的金融商品转

让销售负差余额，上述支付佣金业务均已取得合规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通过认证，不考虑相关业务

的印花税。

截至转让前，企业股票投资业务除成本明细科

目外的其他相关科目余额信息为：①对A股票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余额为80
万元（借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为80万
元（贷方）；②对 B股票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余额为80万元（贷记），“其

他综合收益”科目余额为80万元（借方），“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科目余额为 20 万元（贷

方）。股权投资转让计价方面，假设会计准则与增值

税相关法规规定一致，均采取加权平均法。金额单位

为万元。

1. 2016年 5月甲企业购买A股票会计处理为：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0（100×10），投资

收益——佣金1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0.6（10×6%）；贷：其他货币资金1010.6。上述会计

分录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科目金额 1000
万元是根据CAS 22相关规定所确认的股票投资初

始成本（会计口径）。根据本文分析，企业将所持有A
股票全部转让时，在确定其转让销售额时，买入价应

为企业购买该股票时所支付的买价及佣金，即为

1010万元（1000+10）（税法口径）。

2. 2016年6月和8月，企业投资B股票并划分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CAS 22相关规定，会计分

录分别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212
（200×6+12），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0.72（12×6%）；贷：其他货币资金 1212.72。借：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成本2424（300×8+24），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44（24×6%）；贷：其他

货币资金 2425.44。同理，根据前文分析，企业将持有

的B股票部分转让，在确定其转让销售额时，应按加

权平均法确定所转让股票的买入价。B股票加权平

均单位成本为 7.272 元/股［（1212+2424）÷（200+
300）］，转让的100万股B股票的买入价为727.2万元

（100×7.272）。
3. 2016年 12月，企业转让相应份额A、B股票

时，可分别确定转让销售额，并进行会计处理。

（1）转让A股票业务。根据增值税相关法规确认

该笔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差额即

为其转让销售额。转让A股票买入价为 1010万元，

卖出价为 1100万元（100×11），因此，转让销售额为

90万元（1100-1010），其会计分录为：借：其他货币

资金 11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10，投资

收益——金融商品转让——A股票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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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税法规定确定的买入价的成本明细科目余

额与按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初始成本进行比较，并

通过“投资收益”科目结转二者差额。按会计准则确

定的A股票初始成本为1000万元，买入价为1010万
元，二者差异为10万元。此外，还需结转与转让A股

票业务相关的其他科目余额［“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余额80（借方）、“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科目余额80（贷方）］。由此，可编制如下分录：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0，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1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80，投
资收益——损益调整 10。此外，还需对所支付的佣

金进行核算，其会计分录为：借：投资收益——佣金

11，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66（11×
6%）；贷：其他货币资金11.66。

（2）部分转让B股票业务。对于所转让的部分B
股票，其买入价为 727.2万元（税法口径），卖出价为

700万元（100×7），转让销售额为-27.2万元（700-
727.2），因此，其会计分录为：借：其他货币资金700，
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B股票 27.2；贷：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727.2。
同理，对于所转让部分的B股票，需将按税法规

定确定买入价的成本明细科目余额与按企业会计准

则确认的初始成本进行比较，并通过“投资收益”科

目结转二者差额。本例假设会计准则与增值税相关

法规均采取加权平均法确定该类股票投资成本和买

入价，因此，二者没有差异，不需调整。但是，同样应

结转与所转让部分B股票相关的其他科目余额：“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余额16万
元（80÷500×100）（贷方），“其他综合收益”科目余额

16万元（借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科目余额4万元（20÷500×100）（贷方）。结转后，借贷

差额通过“投资收益——损益调整”科目核算。综上，

其会计分录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16、——减值准备4；贷：其他权益变动16，投资

收益——损益调整 4。对于支付佣金业务，其会计分

录为：借：投资收益——佣金 7，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0.42（7×6%）；贷：其他货币资金

7.42。

4. 在“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明细科目

中，借方发生额归集 27.2万元，贷方发生额归集 90
万元，余额为 62.8万元（90-27.2），则甲企业当期转

让金融商品业务的含税销售额为 62.8万元，该业务

应交增值税税额为 3.55万元（62.8÷1.06×6%），其会

计分录为：借：投资收益——金融商品转让3.55；贷：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55。
在不考虑增值税的情况下，将上述转让A、B股

票业务会计处理中“投资收益”科目进行归集，其借

方、贷方发生额分别为45.2（27.2+11+7）万元、104万
元（90+10+4），余额为58.8万元（贷方），该金额与按

CAS 22规定所确认的转让A、B股票的损益一致。在

考虑增值税的情况下，企业转让A、B股票业务应确

认的处置损益为 55.25万元（58.8-3.55），即为“投资

收益”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可见，采用本文所述会计

处理方法，能保证金融商品业务在会税处理上协调

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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