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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全面采用权益结合法之探讨

【摘要】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仅在合并报表层面而未在个别报表层面采用权益结

合法。通过分析导致我国选择性采用权益结合法的原因可知，基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权益重新整合”

的实质，应在个别报表与合并报表两个层面全面采用权益结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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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可分为吸收（新设）合并、控股合并。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为我国对企业合并的特有分类，

其实质是“权益重新整合”，其会计处理仅在合并报

表层面而未在个别报表层面采用权益结合法，致使

不同形式企业合并会计处理结果不一致。

一、选择性应用权益结合法的结果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

企业合并》（CAS 20）中，规定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处理方法：主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

应按合并日被并方账面价值计量，其取得的净资产

与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之差应调整主并方资本公

积，资本公积不足时调整留存收益。若为控股合并，

则还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CAS 33）规定编制合并报表，并视同合并后形

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时一直一体化

存续。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留存收益应反映母子公

司视同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

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在合并利润表中，应反映被并

方本期完整的收入、费用与利润。

企业合并可分为吸收（新设）合并、控股合并，因

前者未采用、后者采用权益结合法，从而导致二者会

计处理结果存在差异。假设A、B公司为同一控制下

会计政策相同的两家子公司，A公司于 2×17年 1月
10日发行 6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换取B公司

全部股权。合并日A公司及B公司资产负债表（简

表）如表1所示：

若为吸收合并，则仅需编制分录①：

借：净资产类科目 200000
贷：股本 60000

资本公积 140000
若为控股合并，则应编制分录②：

借：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
贷：股本 60000

资本公积 140000
为体现出一体化存续效果，控股合并下，还应将

包含在A公司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下

同）中B公司合并日前的留存收益进行恢复，则应编

制分录③：

借：资本公积 120000
贷：盈余公积 40000

未分配利润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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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

项 目

净资产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金额

740000
360000
100000
80000

200000
740000

B公司

项 目

净资产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金额

200000
60000
20000
40000
80000

200000

表 1 A、B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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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录③仅存于合并报表层面，故吸收（新设）

合并与控股合并下主并方个别报表所有者权益各项

目金额基本一致，而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各项目金

额不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若在个别报表就采用权益结合法，则不论吸收

（新设）合并还是控股合并，其个别报表结果都会与

合并报表的结果一致。从差异原因看，我国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仅在合并报表层面采用了权益结合法，

而未在主并方个别报表中（不论是吸收合并还是控

股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致使不同形式企业合并会

计处理结果不一致。

二、选择性应用权益结合法的原因与疑惑

我国之所以不在个别报表中采用权益结合法，

目的在于防止主并方对该方法“即时盈利”结果的滥

用。若个别报表采用权益结合法，则分录①或分录②
会变为：

借：净资产类科目或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
贷：股本 10000

资本公积 70000
盈余公积 40000
未分配利润 80000

上述分录使主并方“经营成果”（盈余公积与未

分配利润）立刻增加了 12万元。若以合并后的数据

对外公布可能会误导他人做出不恰当的决策，损害

他人利益。因此，有学者认为该做法是对权益结合法

的滥用，我国具体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也有过类似

教训。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

露》（1997）的发布是为了杜绝公司对关联方关系的

滥用，要求对关联方关系不论是否有交易“都应当在

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若有交易还“应当在会计报

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其交

易要素”。财政部于1998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

债务重组》时，曾允许将债务人重组收益、债权人重

组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该规定在逻辑上具有一致

性；2001年该准则修订后，债权人重组损失处理不

变，但要求债务人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使

得会计处理丧失了逻辑一致性。《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也有类似情况，首次发布时（1999
年）该准则允许将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而 2001年修订后，不再区分交换资

产类别均要求按账面价值计量，目的在于防止管理

层滥用公允价值调节利润。虽然该修订达到了防止

公允价值被滥用的暂时性目的，但使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直至2006年新会计

准则体系颁布后该趋势才得以停止。

会计管理部门对权益结合法处理结果被误用的

担心，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1. 主并方个别报表对合并经营成果的滥用。若

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全面采用权益结合法，

则会使得主并方个别报表的经营成果因被并方合并

日前留存收益的并入而立即增加。基于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权益重新整合”的实质，理应产生这种

结果，但若主并方未对该结果做出说明，而是“含糊

其辞”地暗示该结果系自己经营成果，便会给会计信

息使用者以误导。这使人们产生企业滥用权益结合

法的看法。

2. 主并方基于合并后数据提出发行股票或债

券的申请及其他融资申请。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上市公司配股应满足“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

分之六”的条件，且该条件是基于股票发行公司个别

报表数据而不是合并报表数据确定的。若主并方个

别报表采用了权益结合法，则会导致主并方个别报

表因该合并行为而达到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条件，

进而可以申请股票或债券的发行、申请银行贷款的

发放等，从而引致对未来投资人经济利益的侵害。

如果仅在合并报表层面应用权益结合法，就能

使主并方个别报表仅反映其自身的经营成果而不包

含被并方合并日前的留存收益。这样的规定能从源

头上杜绝对权益结合法“即时损益”结果的误用。但

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从最终控制方立场看，

合并前后参与合并的各方经营结果不应发生改变，

但吸收（新股）合并下，合并参与企业经营成果为何

由曾经的40万元（A公司28万元+B公司12万元）减

少到28万元？

如果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仅有控股合并一种形

式，则问题相对简单，因为在合并报表层面还能够反

映参与各方累计的经营成果。但是，企业合并还有不

吸收（新设）合并后的公司

项 目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金额

420000
240000
80000

200000
940000

控股合并后的AB集团

项 目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金额

420000
120000
120000
280000
940000

表 2 不同合并形式下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结构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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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合并报表的吸收（新设）合并，CAS 20的相关规

定使不同形式企业合并因采用不用处理方法而产生

了不同的结果（表 2），使得具体的会计处理违背了

“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的基本原则。

如何解决这些疑惑？我们认为，全面采用权益结

合法是对策，因为这是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而对于

其不利后果，可以通过充分披露、适当监管等予以

防范。

三、全面采用权益结合法的路径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日渐趋同，

基于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主并方个别报表应

采用权益结合法，企业合并充分体现“权益重新整

合”的实质，实现同一控制下不同合并形式会计处理

逻辑的一致性。全面采用权益结合法也会导致不利

后果，该不利后果可通过充分披露或适当监管得到

控制：

1. 在财务报告（含报表附注）中明示经营成果

来源，杜绝主并方可能对经营成果的滥用。CAS 33
要求合并利润表在“净利润”项目下增加“被合并方

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子项目，以区分净利润的不

同来源；但该准则并未要求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如此明示，未

要求将被并方合并日前经营信息单列。针对吸收合

并与新设合并，应当对被并方合并日前的当期净利

润（利润表）、累计的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资产负

债表）单列，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其详细说明。如

此改进，一方面能体现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权益

重新整合”的实质，另一方面能清晰地反映主并方合

并日前经营成果真实的来源。

2. 明确筹资等行为的会计数据标准，主并方杜

绝将被并方数据并入的可能。不论是股票 IPO、增发

还是配股，不论是债券发行还是银行贷款，企业均应

以法人自身经营成果为基础提出申请。由于用途不

同，此类资本市场监管规则可独立于企业会计准则，

证监会曾经要求企业将部分营业外收入通过“资本

公积”项目反映就是范例。在具体会计准则制定的过

程中，证监会就通过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规范问答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的持续修订

（证监会计字［2001］7号、证监会计字［2004］4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号）界定了经

常性损益应剔除的项目，涉及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关联方交易损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债务重组

损益等，该做法说明证券发行监管有别于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有效遏制了资本市场对会计数据滥用。

全面采用权益结合法后，主并方合并日的个别

报表就会包含被并方合并日前实现留存收益，这也

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CAS 2）规定，同一控制企业

合并投资成本与支付对价间的差额要计入投资方的

资本公积，而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再根据CAS 33规定

从主并方的资本公积中进行恢复调整。此时，主并方

要想100%恢复被并方合并日前的留存收益，其资本

公积余额必须大于被并方合并日前留存收益金额；

否则，可能会因主并方资本公积贷方余额不足而出

现资本公积红字。对于此类贷方余额不足的处理，除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中所列举的“比例恢复

法”外，理论上还有先恢复被并方的盈余公积再恢复

未分配利润的“顺序恢复法”、先100%恢复盈余公积

再调整未分配利润的“两步恢复法”、可能会导致主

并方资本公积红字的“全额恢复法”。我们认为，从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权益重新整合”且不应影响经营

成果的实质的角度来看，被并方合并日前的留存收

益应全额恢复。

我们认为，对权益结合法所导致的“即时盈利”

进行充分披露，同时制定有别于会计准则的监管规

则，就能够有效防范其不利后果；而主并方个别报表

采用权益结合法，一方面能够实现我国会计制度与

国际趋同，另一方面能够在会计数据上反映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权益重新整合”而不改变合并前后经

营成果的经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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