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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后投资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开始征收增值税，权益性金融资产在取得时、持有期间

和出售时均涉及增值税相关会计科目，因此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应注意手续费、投资收益等的价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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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权益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浅见
——基于财会［2016］22 号

“营改增”后金融企业由征收营业税转变为征收

增值税，这一变化也给持有金融资产的企业带来影

响。本文以2016年12月财政部出台的《关于印发〈增

值税会计处理〉的通知》（财会［2016］22号）为依据，

分析了“营改增”后企业持有及转让权益性金融资产

的会计处理。

一、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

财会［2016］22号文件是在《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之后出台的，它规定了企业金融

商品转让的账务处理。一是金融商品转让按规定以

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二是金融商品实际

转让的月末，如产生转让收益，则按应纳税额借记

“投资收益”等科目，贷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

品应交增值税”科目；如产生转让损失，则按可结转

下月抵扣税额，借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等科目。实际缴纳

增值税时，应借记“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

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这一文件规范

了“营改增”后金融资产计征增值税的依据，指出卖

出价与买入价之差为正的情形下，需要缴纳正差额

部分的增值税，冲减投资收益，如果差额为负，可以

抵扣下月出售金融商品部分的增值税；还指出了应

该设置“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明

细科目。由此可见，金融资产账务处理规定符合税收

法规的本意，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 销售额计算比较复杂。按照规定，要计算增

值税应先计算出销售额（含税）。销售额是将权益性

金融资产对外出售时，用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再加上

持有期间的利息计算得出的。一个月内对外出售金

融资产的买入价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并且持

有期间的股利要查阅持有期间的明细备查账，而在

“营改增”之前，这部分资料相对不完备，操作起来较

为复杂、繁琐。

2.“投资收益”账户金额有时是含税价，有时是

不含税价，容易混淆。上述分录中，转让权益性金融

资产时产生的增值税冲减投资收益，出售时将价税

分离；而在持有金融资产期间，被投资方宣告分配现

金股利时产生的投资收益是不含税价，二者采用的

标准不相同。因此，在持有期间和对外出售时的投资

收益具有含税价和不含税价两种情形，容易混淆。

3. 损益金额的计算可能不正确，进而影响利润

表的真实性。由于投资收益金额有含税价和不含税

价的区别，导致在利润表中，计入营业利润中的投资

收益可能是含税价，损益金额为含税价并不合理。所

以，“投资收益”账户金额应全部转化为不含税价。

4. 盈亏相抵后的余额正、负差无需进行定义。

增值税本应为针对增值额而征收的一种税，应交增

值税明细账的贷方差额即为本期应交而未交的增值

税，借方差额为留待下期抵扣的税额。无需定义盈利

多于亏损为正差，盈利少于亏损为负差，留抵下期转

让金融资产的销售额。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科目设置及说明

金融资产分为权益性金融资产和债券性金融资

产，本文仅以权益性金融资产为例进行说明。财会

［2016］22号文件中规定权益性金融资产转让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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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二级明

细科目，为了具体反映增值税的构成和增值额的形

成，建议设置以下科目：

1. 在“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

税”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

三级明细科目，以便能清楚地看到增值额的形成过

程，销项税额在贷方，进项税额在借方，作为销项税

额的抵扣。

2. 权益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被投资企业宣

告分配现金股利时，现金股利产生的投资收益也是

一种增值。实际产生的增值与征收环节不太一致，建

议针对持有权益性金融资产期间产生的增值计算增

值税并记入“待转销项税额”明细科目中，即“应交税

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明细科目。当金融产品实际对外出售时，将“待转销

项税额”明细科目中的金额转入“销项税额”明细科

目中，“待转销项税额”明细账余额冲减为零。

3. 在权益性金融资产取得时、持有期间和出售

时的投资损益都应转化为不含税金额记入“投资收

益”科目，使标准一致。

4. 在“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

税”明细账下设置“转出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

“转出金融商品多交增值税”两个三级明细账户，具

体反映转让金融资产增值税未交税额的形成过程；

同时设置“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

二级明细科目。月末将“转出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

“转出金融商品多交增值税”两个三级明细账户中的

金额转入“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

账户中。

三、持有及转让权益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权益性金融资产可以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种，对这两种金融资产的账务处

理分析如下：

1. 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1）购入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价为公允

价值，支付的交易手续费如果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

票，其税款部分计入进项税额，会计分录为：借：交易

性金融资产——成本，投资收益，应交税费——转让

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应收股利；贷：其

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持有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被投资企

业宣告分配现金股利，会计分录为：借：应收股利；

贷：投资收益，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

税（待转销项税额）。

（3）资产负债表日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发生变动，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对外出售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

①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产生的投资收

益，由于金融商品对外销售只能开具普通发票，需要

将销项税额从价款中分离，会计分录为：借：其他货

币资金——存出投资款；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公允价值变动，投资收益，应交税费——转

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②将持有期间的潜在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转化为现实收益（投资收益），由于公允价值变动部

分计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中，所以转化为现实收

益需要将投资收益进行价税分离，会计分录为：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投资收益，应交税费——转

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以上两笔分录合并起来的未分离的销项税额就

是卖出价和买入价的差额，这里的买入价仅仅是明

细科目为“成本”的金额，不包括明细科目为“公允价

值变动”的金额。

③出售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支付的手续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中的税款作为进项税额

处理，会计分录为：借：投资收益，应交税费——转让

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

④实际对外出售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将

持有期间的待转销项税额转入销项税额中，会计分

录为：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待转销项税额）；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月末计算出“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账户余额，如果为贷方余额则是应交而未

交的增值税，如果为借方余额则是多交增值税，都需

转入“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账户

中。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转出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贷：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借：应交税费——转

让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

商品应交增值税（转出金融商品多交增值税）。

2. 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务处理。权益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和权益性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账务处理十分类似，其区别在于：一是权益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时按照公允价值加上交易手

续费计量，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时是按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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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计量；二是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资产负债

表日公允价值变动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而权

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记

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1）购入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入账价值为

其公允价值加上相关交易手续费的价款，支付的交

易手续费如果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税款部分

计入进项税额，会计分录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利息调整，投资收益，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应收股利；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持有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间宣告分

配现金股利，会计分录与“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账务处理”（2）中的会计分录相同。

（3）资产负债表日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发生变动，会计分录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贷：其他综合收益。

（4）出售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①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同而产生的投资

收益，由于金融商品对外销售只能开具普通发票，需

要将销项税额从价款中分离，会计分录为：借：其他

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利息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投资

收益，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

②将持有期间的潜在收益（其他综合收益）转化

为现实收益（投资收益）中，由于公允价值变动部分

计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中，所以转化为现实收益

需要把投资收益进行价税分离，会计分录为：借：其

他综合收益；贷：投资收益，应交税费——转让金融

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③出售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支付的手续

费，会计分录与“对外出售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

③中的会计分录相同。

④实际对外出售权益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

将持有期间的待转销项税额转入销项税额中，会计

分录与“对外出售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④中的会

计分录相同。

（5）月末计算出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交增

值税账户余额，会计分录与“权益性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账务处理”（5）中的会计分录相同。

四、案例解析

例：2017年4月15日，甲公司以10元/股的价格

购入乙公司60万股股票作为金融资产，另发生手续

费 6万元（不含税）。6月 30日，该股票市价为 11元/
股，7月 15日，乙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股利政策

为 0.1元/股，7月 20日收到现金股利。7月 30日，甲

公司以12.5元/股的价格对外出售所有该股票，支付

手续费8万（不含税）。

1. 假设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股票作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2017年 4月 15日，购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会

计处理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600，投资

收益6，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0.36；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606.36。
（2）2017年 6月 30日，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发生变动，会计处理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60（11×60-6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60。
（3）2017年 7月 15日，被投资企业宣告分配现

金股利时，应收股利为6万元（0.1×60），确认投资收

益时，应进行价税分离，会计处理为：借：应收股利

6；贷：投资收益 5.66［6/（1+6%）］，应交税费——转

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0.34（5.66×
6%）。7月20日收到现金股利时，会计处理为：借：银

行存款6；贷：应收股利6。
（4）2017年 7月 30日，对外出售交易性金融资

产。

①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同而产生的投资

收益，需要将销项税额从价款中分离，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750；贷：交易性

金融资产——成本600、——公允价值变动60，投资

收益84.9［（750-660）/（1+6%）］，应交税费——转让

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1（84.9×6%）。
②将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化为投资

收益，投资收益需进行价税分离，会计处理为：借：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60；贷：投资收益 56.6［60/（1+
6%）］，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3.4（56.6×6%）。
③支付的手续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会计处

理为：借：投资收益 8，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48（8×6%）；贷：其他货币

资金——存出投资款8.48。
④将持有期间的待转销项税额转入销项税额

中，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0.34；贷：应交税费——转

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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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 7月 31日，“应交税费——转让交易

性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账户贷方发生额为 8.84万
元（5.1+3.4+0.34-0.34+0.34），借方发生额为0.84万
元（0.36+0.48），贷方余额为8万元，是应交而未交的

增值税。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

品应交增值税（转出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8；贷：应

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未交增值税8。
2. 假设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股票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2017年 4月 15日，购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发生的手续费 6万元计入成本，会计处理为：借：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600、——利息调整 6，应
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0.36；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606.36。
（2）2017年 6月 30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发生变动，会计处理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54（11×60-606）；贷：其他综合收

益54。
（3）2017年 7月 15日，被投资企业宣告分配现

金股利时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应进行价税分离，会计

处理为：借：应收股利6；贷：投资收益5.66，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0.34。7月20日收到现金股利时，会计处理为：借：银

行存款6；贷：应收股利6。
（4）2017年 7月 30日，对外出售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①确认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同而产生的投资

收益，需要将销项税额从价款中分离，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750；贷：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成本 600、——利息调整 6、——公

允价值变动54，投资收益84.9，应交税费——转让金

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1。
②将持有期间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化为投资收

益，投资收益需进行价税分离，会计处理为：借：其他

综合收益54；贷：投资收益50.94，应交税费——转让

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06。
③支付的手续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会计处

理为：借：投资收益 8，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48；贷：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8.48。

④将持有期间的待转销项税额转入销项税额

中，会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

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0.34；贷：应交税费——转

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0.34。
（5）2017年 7月 31日，计算出“应交税费——转

让可供出售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余额，其

贷方发生额为8.5万元（5.1+3.06+0.34-0.34+0.34），
借方发生额为 0.84万元（0.36+0.48），贷方余额 7.66
万元，是应交而未交的增值税，会计处理为：借：应交

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转出金融商品

未交增值税）7.66；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

未交增值税7.66。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交

易性金融资产转让产生的增值税略低。这是因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购入的手续费计入了初始入账价

值，其初始投资成本比交易性金融资产高，后期公允

价值上涨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低于公允价

值变动金额。对外出售金融资产发生的损益由其他

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时，比因公允价值变动而转

入投资收益的金额更低，所以前者产生的销项税额

偏低。

五、结语

金融资产购买时、持有期间和对外出售时都会

涉及“投资收益”账户，投资收益金额应该转化为不

含税价才能在前后期间保持一致，同时也保持利润

表金额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金

融资产在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增值税是有差异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转让时产生的增值税会略低于交易

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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