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率模型及其应用

【摘要】商品进销差价率实际上是待售商品的利润率，而成本售价率则是待售商品的销售成本率。

基于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函数关系进行研究，

并建立函数变动模型，进行图像分析，揭示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反向变动关系。通过分析商

品进销差价和商品成本在商品价格中的构成比例，对主要指标进行计算，并结合有关会计事项对相关业

务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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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商品进销差价率实际上是待销售商品的利润

率，而成本售价率则是待售商品的销售成本率，这两

项指标是售价金额核算法下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核算

指标。售价金额核算法是指商品流通企业按照售价

进行购进存货记账处理的一种核算方法，即所有购

进的商品以售价核算，到期末通过商品进销差价率

或者成本售价率计算出本期已销商品毛利或者销售

成本，进而倒挤出库存商品的实际成本和本期销售

毛利。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高低，决定了

待售商品利润和成本的大小。

售价金额核算法主要适用于商品流通企业，如

大型的超市、连锁便利店、专卖店和自动售货机等实

行统一售价的商超企业。售价金额核算法的优点是

大大节约了商品流通企业会计人员的人力资源成

本，节约了记账时间，也更加有利于企业对商品售价

的管理，可以通过有效对比同行业企业的售价、进价

和盈利水平，进一步对产品和市场进行细分，有效控

制成本售价率和进销差价率水平，增强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

是从售价金额核算法下商品进销差价率的应用出

发，计算本期及期末结存库存商品的实际成本，而没

有基于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的前提，从收入确

认视角出发，对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率构建

函数关系模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文通过函数

公式的建立与模型建构，进行函数关系变动图像的

分析，揭示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反向变

动关系，进而对商品进销差价率、商品成本售价率指

标的应用进行说明，对本期销售利润、销售成本、结

存成本进行计算和必要的会计处理。

二、函数关系模型的建立

商品进销差价率是商品进销差价总额与商品售

价总额之间的比率，该指标相当于商品的销售利润

率（因为商品尚未销售出去，所以只是在数值上相当

于销售利润率），是衡量商品流通企业预计盈利水平

的指标，相当于毛利率。商品成本售价率是商品进价

成本总额与售价总额之间的比率，该指标相当于商

品的销售成本率（因为商品尚未销售出去，所以只是

在数值上相当于销售成本率）。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

本售价率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本期商品进销差价率=本期商品进销差价总

额/本期商品售价总额×100%=［（期初结存商品的售

价金额-期初结存商品的进价成本）+（本期购进商

品的售价金额总和-本期购进商品的进价成本总

和）］/（期初结存商品的售价金额+本期购进商品的

售价金额总和）×100% （1）
本期商品成本售价率=（期初结存商品成本+本

期购进商品成本 ）/（期初结存商品售价+本期购进

商品售价）×100％ （2）
由于每期商品的进价成本和售价金额可能会因

物价的波动而波动，因此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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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率指标经常处于变动状态。假设本期商品成本售

价率为X，本期商品进销差价率为Y，根据收入确认

的条件——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可

得 0<X<1，0<Y<1。根据公式（1）、（2），可以得出本

期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本期商品成本售价率的关系为

X+Y=1，通过移项，得出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

价率的函数关系模型为：

Y=-X+1 （3）
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率的函数关系变动

图像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

率的函数变动模型为不包括与X轴和Y轴交点的一

条线段，二者的关系是反方向变动关系。随着成本售

价率的提高，商品进销差价率逐渐降低，企业的盈利

能力也不断减弱；当成本售价率逐渐降低时，商品进

销差价率不断升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因

此，通过降低成本售价率来提升商品进销差价率，或

者通过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来提升商品进销差价

率，是使企业的销售利润增加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该模型图像的分析，得出收入和成本的

配比关系，在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的基础上，确

定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变动区间。商品

进销差价率永远不可能为100%，而成本售价率也同

样不可能为 100%。从经济学角度来概括就是：没有

无本的买卖，更没有无利润的付出。

三、数据验证

根据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函数关系

模型，通过举例来验证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

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率

的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1. 验证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函数

关系和图像变动关系。

例 1：南华购物商场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对库

存商品进行售价金额核算管理。2015年6月，月初库

存A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21万元、售价总额为 30万
元，本月购进A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31万元、售价总

额为 50万元，本月销售A商品的售价总额为 60万

元。假定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计算南华购物商

场本期（2015年6月）A商品的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

价率。

根据公式（1），计算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

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期初结存A商品的

售价总额-期初结存A商品的进价成本）+（本期购

进A商品的售价金额总额-本期购进A商品的进价

成本总额）］/（期初结存A商品的售价金额+本期购

进商品的售价金额总额）×100%=［（30-21）+（50-
31）］/（30+50）×100%=35%

根据公式（2），计算本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

本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期初结存A商品

成本+本期购进A商品成本 ）/（期初结存A商品售

价+本期购进A商品售价）×100％=（21+31）/（30+
50）×100％=65%

由上述结果可得：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本

期A商品成本售价率=35%+65%=1，即X+Y=1，所
以Y=-X+1成立。

2. 对以提高商品售价的方式来提高商品进销

差价率和降低成本售价率的情况进行分析。

例 2：蓝天购物商场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对库

存商品进行售价金额核算管理。2015年6月，月初库

存A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21万元、售价总额为 36万
元，本月购进A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31万元、售价总

额为 59万元，本月销售A商品的售价总额为 60万
元。假定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计算蓝天购物商

场本期（2015年6月）A商品的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

价率。

根据公式（1），计算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

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36-21）+（59-31）］/
（36+59）×100%=45.26%

根据公式（2），计算本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

本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21+31）/（36+59）×
100％=54.74%

由上述结果可得：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本

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45.26%+54.74%=1，即X+
Y=1，所以Y=-X+1在提高商品售价的前提下依然

成立。

3. 对以降低商品进价成本的方式来提高商品

进销差价率和降低成本售价率的情况进行分析。

例 3：白云购物商场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对库

存商品进行售价金额核算管理。2015年6月，月初库

存A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18万元、售价总额为 30万
元，本月购进A商品的进价成本为 26万元、售价总

Y（商品进销差价率）

Y=-X+1（0<X<1，0<Y<1）（0<X<1，0<Y<1）

X（成本售价率）
（1，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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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50万元，本月销售A商品的售价总额为 60万
元。假定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计算白云购物商

场本期（2015年6月）A商品的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

价率。

根据公式（1），计算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

本月A商品进销差价率=［（30-18）+（50-26）］/
（30+50）×100%=45%

根据公式（2），计算本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

本月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18+26）/（30+50）×
100％=55%

由上述结果可得：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本

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45%+55%=1，即X+Y=1，
所以Y=-X+1在降低商品进价成本的前提下也是

成立的。

通过例 1、例 2和例 3的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是

提高售价还是降低进价成本，在本期销售总额一定

的前提下，都可以通过提高商品进销差价率和降低

成本售价率的方式，达到提高本期利润率的目的。对

于商品价格和成本以及售价与进价的变化对商品进

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的影响，可以通过汇总例1、
例2和例3中的数据，并编制如下表所示的表格进行

分析。

项目

数据来源

例1
例2
例3

期初结存
商品售价

①
30
36
30

期初结存
商品进价

②
21
21
18

期初结存
商品进销

差价

③=
①-②

9
15
12

本期购进
商品售价

④
50
59
50

本期购进
商品进价

⑤
31
31
26

本期购进
商品进销

差价

⑥=
④-⑤

19
28
24

本期商品
进销

差价率

⑦=（③+⑥）
÷（①+④）

35%
45.26%
45%

本期
销售
额

⑧
60
60
60

本期销售
商品应分摊
进销差价

⑨=⑧×⑦
21

27.156
27

本期商品
成本

售价率

⑩=1-⑦
65%

54.74%
55%

商品进销差价率与成本售价率关系 单位：万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本期销售总额一定的情况

下，在例 1的基础上，通过例 2提高售价的方式和例

3降低进价成本的方式都可以提高商品进销差价率

和降低成本售价率，进而达到提高本期销售商品的

利润率的目的。而且，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

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

综上，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本售价率始终满足

函数模型：Y=-X+1（0<X<1，0<Y<1）。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只需要根据函数关系模型，

通过导入已知的数据，计算出商品进销差价率和成

本售价率中的某一项指标，就可以计算出另一项指

标，进而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为会计核算处理与会

计分录的编制提供支撑。

四、实践应用

售价金额核算法是以售价金额反映商品增减变

动以及结存情况的核算方法。为了体现商品进销差

价率和成本售价率指标的运用，以及小规模纳税人

和一般纳税人账务处理的差异，分两种情况进行分

析。一种是不考虑相关税费时的账务处理，以例1进
行分析说明；另一种是考虑相关税费时的账务处理，

以例4进行分析说明。

1. 不考虑相关税费时的账务处理。针对例1，要
求计算本期（2015年6月份）南华购物商场销售A商

品的利润与实际成本及月末结存A商品的实际成

本，并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

根据本期A商品进销差价率的计算结果，计算

本月已销售A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

本月已销售A商品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本
月销售A商品售价总额×本月A商品进销差价率=
60×35%=21（万元）

本月已销售A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 21万元

实际上就是本月销售A商品的利润。

根据本期A商品的成本售价率计算结果，计算

本月已销售A商品的实际成本：

本月已销售A商品的实际成本=本月销售A商

品售价总额-本月已销售A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

=60-21=39（万元）

本月已销售A商品的实际成本 39万元就是本

月的销售成本。

根据本月已销售A商品的实际成本，计算本月

月末结存A商品的实际成本：

本月月末结存A商品的实际成本=（本月已销

售A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本月购进A商品的进

价成本）-本月已销售 A 商品的实际成本=（21+
31）-39=13（万元）

（1）购进商品时按售价金额记账，会计分录如下：

借：库存商品——A 500000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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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进销差价——A 190000
（2）销售实现时，结转本期已实现的销售收入

和库存商品的售价成本，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6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A 600000

借：主营业务收入——A 600000
贷：本年利润 60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A 600000
贷：库存商品——A 600000

借：本年利润 600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A 600000

（3）结转已销售商品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和

本年利润，会计分录如下：

借：商品进销差价——A 210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A 21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A 210000
贷：本年利润 210000

2. 考虑相关税费时的账务处理。

例4：东海购物中心为零售企业，属于一般纳税

人，该中心商品售价均为含税价。6月 3日购进男装

一批，进价成本为300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5100
元，商品由服装专柜验收，货款以银行存款支付。该

批商品的含税售价为 56160元。根据已取得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按照售价金额核算法对库存商品进行

售价金额核算管理。

（1）6月 3日购进商品时按售价金额记账，会计

分录如下：

借：库存商品——男装 561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100
贷：银行存款 35100（30000+5100）

商品进销差价 26160（56160-30000）
（2）6月 16日，销售男装一批，收到货款 11700

元，全部存入银行，应结转的商品进销差价为 5450
元。会计分录如下：

收款时：

借：银行存款 11700
贷：主营业务收入——男装 1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11700/（1+17%）］
注意：无论购货方是否为一般纳税人，东海购

物中心财务人员均应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情况核算

出该销售业务的销项税额。

结转已销售商品成本，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男装 11700
贷：库存商品——男装 11700

期末结转本期已销售的男装应分摊的进销差

价，会计分录如下：

借：商品进销差价 5450
贷：主营业务成本——男装 5450

结转男装主营业务成本，会计分录如下：

借：本年利润 6250（11700-5450）
贷：主营业务成本——男装 6250

结转本期男装收入，会计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收入——男装 10000
贷：本年利润 10000

综上，售价金额核算法是通过计算商品进销差

价率和成本售价率，核算本期销售商品应分摊的商

品进销差价和结存成本，结转本期销售商品应分摊

的商品进销差价和主营业务成本的一种方法。在期

末通过调整主营业务成本和结转收入，进行零售企

业的相关账务处理。

五、小结

本文对商品进销差价率和商品成本售价率的

函数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相关模型，通过导入

数据进行验证，确立了函数关系模型和模型图像，

使对于商品流通企业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进行成

本利润率变动的分析更加直观，为企业“降成本、促

销售、保利润”找到了理论依据和途径。无论是商品

进销差价率指标还是成本售价率指标，都需要结合

企业实际业务的要求进行灵活运用。在实务中，需

要了解商品的预计盈利水平和本月已销售商品实

现利润时，用商品进销差价率核算更为直观，通过

函数关系模型Y=-X+1，可以计算出对应的商品成

本售价率，进而分析该商品的成本结构，并用成本

定价策略对产品市场进行定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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