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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支付会计核算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摘要】股份支付作为职工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上市公司广泛采用。但可行权条件的设定，等

待期内、行权日及以后的会计核算比较容易让人混淆，而近年来该内容在注册会计师全国考试中频繁出

现，且分值较高，值得引起考生重视。本文结合案例针对股份支付会计核算中的三个难点问题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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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企业高层或技术骨干的忠诚度，同时达

到个人所得税节税的目的，目前上市公司普遍采用

股份支付的方式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而涉及股份

支付的有关会计问题容易让人产生疑惑，本文针对

三个难点问题结合案例进行阐述。

一、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现金股利可撤销与现

金股利不可撤销会计核算的异同点在哪里？尤其在

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预计未来可解锁时，为什

么可以按分配的现金股利金额对“其他应付款”科目

与“库存股”科目进行对冲？

作为2016年注会考试教材新增的内容，限制性

股票中现金股利可撤销与否的会计核算非常容易让

人混淆。结合两者核算特点可归纳得出以下异同点：

相同点：在预计未来可解锁的情况下，由于公司

无需回购股票，股票持有人确定会是公司股东，因此

无论现金股利是否可撤销，在分配时，公司都可视作

对股东的利润分配进行会计处理。

不同点：①在预计未来可解锁的情况下，如果现

金股利能撤销，则企业可按分配的现金股利金额借

记“其他应付款”科目 ，贷记“库存股”科目，而如果

现金股利不能撤销，则不能进行该账务处理。在现金

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预计正确，这部分限

制性股票可解锁，则原来认购股票时公司预计的回

购款无需支付，“其他应付款”科目与“库存股”科目

可以对冲；而如果企业预计有误，激励对象股票到期

不能解锁，由于现金股利能撤销，激励对象需退回其

在等待期内已收的现金股利，此时回购价款肯定是

可以冲减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与“库存股”科目也

可以对冲。因此，在现金股利可撤销的情况下，企业

在分配现金股利时，如果预计未来可以解锁，则可按

现金股利金额对冲“其他应付款”科目与“库存股”科

目；但如果现金股利不能撤销，一旦到期不能解锁，

企业无权要求激励对象返还现金股利，依据谨慎性

要求，企业不能提前将“其他应付款”科目与“库存

股”科目进行对冲。②在预计未来不可解锁的情况

下，如果现金股利能撤销，被回购限制性股票的持有

者需要退回其在等待期内已收的现金股利，则分配

的现金股利可抵减企业的回购价；而如果现金股利

不能撤销，由于企业无权要求限制性股票持有者退

回其在等待期内已收到的现金股利，在预计不能解

锁时，企业应将分配的现金股利作为企业的成本费

用列支。下面通过案例进行说明：

例1：甲公司为上市公司，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

股票的形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2016年1月1日，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2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 10
万份甲公司股票，每股认购价格为6元，面值为1元。

当日全部人员认购股票，甲公司办理相关增资手续。

激励计划规定，管理人员如果从 2016年 1月 1日起

在甲公司连续服务满三年，2019年 1月 1日股票将

解锁；期间离职的，甲公司将按原认购价回购股票。

锁定期股票不得上市流通或转让；2016年度甲公司

有 2名管理人员离职，甲公司估计三年中离职的管

理人员合计为 5人，当年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为每

股1元，假定管理人员离职发生在年末，离职时回购

股票。

假设一：激励对象因认购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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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股票解锁时公司向激励对象

支付；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甲公司在回购股

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在等待期内已收到的该部分现

金股利。

分析：根据此假设条件，可判断该限制性股票属

于现金股利可撤销的限制性股票。按前面阐述，在预

计未来可解锁时，管理人员原先购买的股票可以按

规定上市流通或转让，因此锁定期内甲公司对管理

人员分配的现金股利可视作对股东的利润分配，并

按预计可解锁股票分配的现金股利金额借记“其他

应付款”科目和贷记“库存股”科目。对于预计不能解

锁的，甲公司要行使按管理人员原认购价回购股票

的义务，锁定期内分配的现金股利可以抵减回购价

款，冲减“其他应付款”科目金额。可撤销现金股利会

计分录如下：

若预计限制性股票未来可解锁。

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150（15×10×1）
贷：应付股利 150

借：其他应付款 150
贷：库存股 150

若预计限制性股票未来不可解锁。

（1）分配现金股利时：

借：其他应付款 50（5×10×1）
贷：应付股利 50

（2）回购股票时：

借：应付股利 20（2×10×1）
其他应付款 100
贷：银行存款 120（2×10×6）

借：股本 20（2×10×1）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0
贷：库存股 120（2×10×6）

假设二：激励对象因获授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股票回购或解锁时公司向激

励对象支付；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甲公司在

回购股票时不扣除激励对象在等待期内应享有的该

部分现金股利。

分析：根据此假设条件，可判断该限制性股票属

于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限制性股票。在预计未来可

解锁时，现金股利应视作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但依据

谨慎性要求，由于现金股利不可撤销，即使管理人员

未服务满三年便离职，也无需归还或取消其在锁定

期内分配的现金股利，因此甲公司不能根据预计可

解锁股票分配的现金股利金额借记“其他应付款”科

目和贷记“库存股”科目，以防预计结果有误时虚减

企业负债。而对于预计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相当

于甲公司为获取管理人员锁定期内提供的劳务所付

出的代价，相关的现金股利应作为锁定期内企业的

管理费用列支。不可撤销现金股利会计分录如下：

若预计限制性股票未来可解锁。

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150
贷：应付股利 150

若预计限制性股票未来不可解锁。

（1）分配现金股利时：

借：管理费用 50（10×5×1）
贷：应付股利 50

（2）回购股票时：

借：应付股利 20（10×2×1）
其他应付款 120（10×6×2）
贷：银行存款 140

借：股本 2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0
贷：库存股 120

二、股份支付到期可行权时，权益结算的股份支

付下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发生额可否采

用简便方法计算得出？

在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下，通过对可行权日的

会计分录拆分可以得知，行权日“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科目的发生额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职工或

其他方行权时股票的溢价；二是在等待期内获取职

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的价值，即等待期内已记“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明确了“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科目发生额包含这两部分内容，

这个金额就能很快计算得出，不必再通过编制会计

分录的方式取得。

例 2：2016年 1月 1日，甲公司向其 10名管理人

员每人授予 2万份股票股权，根据股份支付协议规

定，这些人员自被授予股票期权之日起连续服务满

两年，即可按每股6元的价格购买甲公司2万股普通

股股票（每股面值 1元）。假定该股票期权在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为每份 10元，等待期内无人离职，不考

虑其他税费。201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高管人员全

部行权，则行权时甲公司确认的“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科目金额为多少？

分析：该问题如果无需列示分录计算答案，根据

前面阐述，通过对权益结算股份支付行权日会计分

录的拆分可以知道，行权时公司确认的股本溢价金

额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行权时甲公司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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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溢价金额，即股票发行价6元/股与面值1元/股的

差额与行权股数（可行权人数×每人可行权股数）的

乘积；二是在等待期两年内为获取职工服务而确认

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累计数结转形

成。计算过程如下：

行权日股票发行溢价＝10×2×（6-1）=100（万

元）

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科目结转额=10×2×10=200（万元）

行权日股本溢价金额合计=100+200=300（万

元）

行权日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2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00
贷：股本 2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300
三、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可行权后如何调整权

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额？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可行权后，企业需在可行

权期间调整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额。目前，注会

教材是借助表格来计算公允价值年末调整额，这种

计算方式费时且不直观，让人费解。事实上，可参照

“坏账准备”账户的期末计算方法，通过画T型账户

的方式准确得出可行权期间需调整的公允价值变动

金额，用公式表示如下：“应付职工薪酬”账户期末调

整额（可行权后公允价值调整额）=“应付职工薪酬”

期末余额-（“应付职工薪酬”账户期初余额-本期职

工行权支付的现金）。

例 3：2015年 1月 1日，甲公司为其 40名管理人

员每人授予 10万份现金股票增值权，这些职员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在该公司连续服务三年，即可按

照当时股价的增长幅度获得现金，该增值权应在

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行使。假定甲公司现金股票

增值权在可行权日之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及可行

权后的每份增值权现金支出额如下表：

假定第一年有 1名职员离开公司，甲公司估计

三年的离职比例为 10%；第二年又有 3名职员离开

公司，甲公司将三年的离职比例修正为15%；第三年

无职员离职。2017年年末，20名职员行权取得现金，

2018年年末，10名职员行权取得现金，2019年年末，

剩余6人行权。

分析：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期末调整额，不仅

要考虑现金股票增值权的公允价值变动，还需要考

虑职员实际行权支付现金的情况。根据上述公式可

知，可行权日后公允价值调整额=“应付职工薪酬”

账户期末余额-（“应付职工薪酬”账户期初余额-本
期职工行权支付的现金）。其中：“应付职工薪酬”账

户期末余额等于行权日后待行权现金股票增值权公

允价值总额（至期末时待行权人数×每人可行权股

份数×每份股份公允价值）；“应付职工薪酬”账户期

初余额为上期结转金额；本期职工行权支付的现金

为本期职工行使现金股票增值权而实际支付的现金

（本期实际行权人数×每人行权份数×行权时每份公

允价值）。计算过程如下：

2017年年末公允价值调整额=21×（40-4-20）×
10-［40×85%×10×15×（2/3）-20×10×20）］=3360-
（3400-4000）=3960（万元）

2018年年末公允价值调整额=18×（40-4-20-
10）×10-（3360-16×10×10）=1080-（3360-1600）=
-680（万元）

2019年年末公允价值调整额=0-（1080-6×10×
15）=0-（1080-900）=-180（万元）

可行权日及日后公允价值调整会计分录如下：

（1）2017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 3960
贷：应付职工薪酬 3960

（2）2018年12月31日。

借：应付职工薪酬 68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80

（3）2019年12月31日。

借：应付职工薪酬 18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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