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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交易性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转让的会计处理

【摘要】根据最新财税处理规定的精神，应将金融资产分为股票与债券分别进行会计处理，由此涉

及两个主要账户“交易性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营改增”后这两类业务在转让时的会计处理

有一定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梳理与详细例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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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营改增”试点全面启动，财政部与

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发布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和《关于

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
号）等有关规定，重新规定了增值税的有关会计处

理。本文主要分析“营改增”后转让交易性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

一、金融商品转让的相关规定

1. 金融商品转让时销售额的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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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商品转让包括

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和各种金

融衍生品的转让。财税［2016］36号文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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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抵，但年末时仍出现

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会计年度。金融商品转让时不

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要求以卖出价扣除买入

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卖出价、买入价应

该如何确定呢？

目前的增值税法规中，除了财税［2016］36号文

件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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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更具体的

规定。但是相关税法政策具有传承性，依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投管理办法〉

的通知》（国税发［2002］9号），股票、债券的买入价

是指购入原价，不得包括购进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

用和税金；股票、债券卖出价是指卖出原价，不得扣

除卖出过程中支付的任何费用和税金。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3］16号）对买入价的界定是：以股票、

债券的购入价减去股票、债券持有期间取得的股票、

债券红利收入（指债券持有期间取得的收益）的余额

确定。

笔者认为，金融商品的买入价应该区分股票、债

券分别进行处理。因为持有股票期间取得的分红不

征收增值税，而债券持有期间的利息按照贷款服务

缴纳增值税，在转让债券时，不应再从购入价中扣除

持有期间的利息，不然就重复征税了，债券持有至到

期赎回不缴纳增值税。在转让过程中支付的佣金及

手续费能取得增值税发票，所以不计入买入价，且不

能在卖出价中扣除。

根据以上的分析，金融商品转让时销售额的具

体计算公式为：上市公司股票转让的销售额=卖出

价-购入价+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红利；债券不到期

转让的销售额=卖出价-购入价。

2. 股票、债券分类会计处理。股票按照能否上

市公开交易分为上市公司股票和非上市公司股票。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要以持有股份是否对被投资单位

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分类标准，持有股票为非限售状

态、持股比例达不到重大影响程度且准备短线运作，

应记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户，若准备进行长线运

作则可记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账户，在这两个

账户进行核算的金融资产要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

量；持有股票为限售状态、持股比例达到重大影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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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程度，则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持有股票为

限售状态但持股比例达不到重大影响程度，则记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户。持有非上市公司股票，达

到重大影响或以上程度的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

户；达不到重大影响程度的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账户。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按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

值税，持有期间的股息红利不缴纳增值税，而非上市

公司股票转让不缴纳增值税。

购入债券时投资人持有意图明确且有能力持有

至到期时，应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如果持有

意图不明确，也不准备持有至到期，则记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账户。

3. 税率及核算科目。金融商品转让业务，一般

纳税人适用 6%的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的征

收率；贷款服务，一般纳税人适用6%的税率，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 3%的征收率。转让金融商品时，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会计核算都在“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账户中反映。

二、交易性金融资产转让的会计处理

将持有的被投资方股票初始确认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后，较之于“营改增”前，“营改增”后的会计

处理主要变化如下：①取得和转让该金融资产时，支

付的交易佣金、手续费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

进行进项税额抵扣。②转让时按照“卖出价-购入

价+持有期间取得的股息红利”计算销售额，该销

售额应为含税销售额，以此为基础计算应缴纳的税

金，然后再分三步进行处理：首先单独处理转让时的

交易佣金、手续费业务；然后单独处理结平公允价值

变动净损益；最后确认转让损益、计算处理转让的增

值税。

例 1：一般纳税人C公司在 2017年 3月 20日从

二级市场购入甲公司股票100万股，共支付320万元

（其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股利10万元），另支

付相关交易费用1万元、增值税0.06万元，该股票作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4月 25日收到股利 10万
元。2017年 6月 30日，该股票每股市价为 3.4元，到

12月 31日，该股票每股市价为 3.25元。2018年 3月
15日，甲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每股 0.1元，4月 25
日收到股利。2018年 5月 20日，该公司以每股 3.28
元将持有的甲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另支付交易费用

与印花税1.53万元、增值税0.072万元。

（1）2017年 3月 20日购入股票时，交易费用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会计处理

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甲公司股票（成本）

310，应收股利10，投资收益1，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0.06；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

资款321.06。
（2）2017 年 4月 25日收到股利，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0；贷：应收股利

10。
（3）2017年 6月 30日股票公允价值发生变动，

会计处理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甲公司股票

（公允价值变动）3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0。
（4）2017年 12月 31日股票公允价值发生变动，

会计处理为：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贷：交易性

金融资产——甲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15。
（5）2018年 3月 15日甲公司宣告发放股利，会

计处理为：借：应收股利10；贷：投资收益10。
（6）2018年4月25日收到股利，会计处理同（2）。
（7）2018 年 2月 20日出售股票，会计处理为：

借：投资收益 1.53，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0.072；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602。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贷：交易性金融资

产——甲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15。借：其他货币

资金——存出投资款 328；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甲公司股票（成本）310，投资收益18。
（8）转让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含税销售额为 28

万元［328-（310-10）］，应交增值税为1.58万元［28÷
（1+6%）×6%］，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金融商品所

有权转移的当天。会计处理为：借：投资收益 1.58；
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1.58。

例 2：接例 1，若C公司在 2018年 4月 15日还转

让了持有的丙公司股票且亏损了 30万元，2018年 5
月后再没有转让金融商品，则C公司在2018年4月、

5月末及2018年年末的会计处理如下：

2018年 4月末，产生转让损失的会计处理：借：

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1.70；贷：投

资收益1.70。
2018年5月末，转让金融商品的会计处理同（8）。
2018年12月末应将“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

品应交增值税”账户借方余额结转，会计处理为：借：

投资收益0.12；贷：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

增值税0.12。
三、持有至到期投资转让的会计处理

将持有的符合持有至到期投资基本条件的债券

投资初始确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后，“营改增”后相

较于“营改增”前的会计处理主要变化如下：①取得

和转让该金融资产时，支付的交易佣金、手续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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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可以抵扣；②持有期

间取得的利息收入应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利

息收入计税时应按照摊销溢折价后的实际利息计

税，不能按票面利息计税；③如果原打算持有至到

期，但是后期因突发或特殊情况导致未到期就转让

的，转让时取得的收益应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

值税，按照“卖出价-购入价”计算销售额，该销售额

应为含税销售额。

例 3：A公司 2016年 7月 1日自证券市场购入面

值总额为 1200万元的债券，拟持有该债券至到期。

该债券发行日为 2016年 7月 1日，期限 3年，票面利

率为5%，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还本；购入时实际

支付价款为 1240万元，当时市场利率为 4%，另支付

交易费用10万元、增值税0.6万元。

（1）2016年 7月 1日购入债券，支付交易费用的

增值税可以做进项税额抵扣，会计处理为：借：持有

至到期投资——成本 1200、——利息调整 5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6；贷：其他货币

资金——存出投资款1250.6。
（2）2017年 6月 30日收到利息，债券持有期间

的实际利息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本期的投资

收益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为50万元（1250×4%），将
该投资收益换算为不含税收入再计算增值税，则增

值税为 2.83万元［50÷（1+6%）×6%］。会计处理为：

借：应收利息 6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2.83，投资收益 47.17，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10。
（3）2018年、2019年收到利息时的会计处理同

（2），不再赘述。

（4）2019年 6月 30日到期收回本金时，不用缴

纳增值税，会计处理为：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

投资款1200；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1200。
如果例 3中债券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按照权

责发生制原则每年计算应计利息时计算增值税，确

认利息收入时做如下分录：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计利息6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2.83，投资收益 47.17，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

调整10。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时做如下分录：借：其

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380；贷：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 1200，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180。
例 4：接例 3，如果A公司在 2017年 8月因不可

抗力因素导致面临财务危机，需要将准备持有至到

期的债券转让，2017年 8月 20日将持有的该债券全

部转让，收到转让价款 1220万元，发生交易费用 10
万元，增值税0.6万元。

不到期转让债券时，转让的交易费用不应该从

卖出价中扣除，需要单独处理，会计分录为：借：投资

收益1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6 ；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10.6。
转让债券的销售额=卖出价-购入价=1220-

（1240-10）=-10（万元），购入价中不能计算购入时

的交易费用，溢价在第一年时已经摊销了 10万，所

以交易费用10万也应该从实际买入价中扣除。转让

时亏损了 10万，转让该债券的增值税为-0.57万元

［（-10）÷（1+6%）×6%］，会计处理为：借：其他货币

资金 1220，投资收益 19.43，应交税费——转让金融

商品应交增值税0.57；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2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40。
四、金融商品转让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营改增”后金融商品转让会计处理在实际工作

中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取得利息按照贷

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时，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

是金融商品转让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实际

工作中计算销售额有一定的难度，操作起来有些困

难。二是股票投资中股息红利取得时不缴纳增值税，

转让时将股息红利计入应纳税销售额时，原理上是

将纳税人投资的全部增值收益纳税，符合增值税征

税的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取得股息红利时将含税

的收益直接计入本年利润，虚增了当期利润，导致在

增值税上再征所得税，从而多缴纳所得税，加重了企

业的税负。三是金融商品的买入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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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平

均法计算时需配合数量金额式的明细账或者备查账

簿完成，操作较复杂，增加了会计的工作量。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2016．．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

版社，2014．．
作者单位：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

系，太原03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