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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法，以上海易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例研究其返利确认，发现其存在以

下问题：除现金返利外不确认其他形式的返利、收到的实物返利不知如何体现到存货管理信息系统中、

不能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来设计与供应商的返利结算方式。针对这些问题，根据实物返利、票扣返利、账扣

返利的不同特点区别设计返利确认方法，并考虑税务风险和发票开具方式，以期为会计准则和税收法律

针对B2C电商零售这一商业模式作出指导性的规范提供实务案例，也为其他B2C电商零售企业会计核

算和管理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操作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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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B2C电商零售企业的返利确认

一、绪论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5.1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 26.2%，是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的两倍有余。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销售交易额近

4.2万亿元，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逾八分之

一，占比较2016年同期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这些大

量网络零售交易的形成归功于网络卖家，其中B2C
零售企业是网络卖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B2C零售

企业的规模与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在同步增长，但

在会计管理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企业都

没有成为公众公司，会计核算和管理还不够规范。会

计准则和税收法律也都没有对此类商业模式作出明

确的规范，所以对B2C零售企业会计核算和管理的

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上海易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辟公

司”）是典型的 B2C线上零售企业，业务以淘系为

主，辅以京东、当当、我买网等。旗下有近 10家天猫

旗舰店，还有天猫超市、天猫国际、淘宝分销等业务。

易辟公司从 2012年开始，业务规模呈几何级增长，

销售收入从 2012年的 500万元、2013年的 2000万

元、2014年的4800万元、2015年的1.74亿元，增长到

2016年的 3.3亿元，净利润达到 800万元。2017年着

重拓展B2C渠道，公司业务逐步横向发展，增加了

一些品牌营销、广告和培训方面的业务，2017年目

标销售额力争7亿元，净利润率达到3%。

易辟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遇到了与其他很

多企业相同的管理问题：会计管理跟不上发展的节

奏，会计数据提供不及时、不准确等。另外，公司计划

未来实施 IPO，但公司的财务核算还不能够满足

IPO的要求。这些问题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

是与传统零售业相区别的会计核算层面的问题，如

收入的确认问题、返利核算问题、成本计算问题、支

付宝结算问题、增值税申报问题等；二是会计管理层

面的问题，如进销存系统管理问题、公司运营团队考

核指标设计问题、内部控制问题、资金周转管理问题

等；三是公司战略层面的财务问题，如公司未来实施

IPO时的股权结构设计问题、公司未来实施资本性

融资的途径和方式、公司未来兼并重组中的税收筹

划问题等。

就公司战略层面的财务问题来看，由于目前易

辟公司还没有开始实施资本化运作，因此可以待资

本化运作实施时再着力解决。而公司会计管理层面

的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但是会计管理的有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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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立在能够准确及时提供会计核算数据的基础

上，如果没有解决会计核算这一基础问题，那就谈不

上实施会计管理。

关于易辟公司的会计核算问题，看起来只是收

入、返利、结算、纳税等一般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但

是实际上其具有区别于传统零售企业的特征。譬如

天猫旗舰店、天猫超市、天猫零售通以及天猫的分销

平台虽然都是在天猫平台上实现商品销售，但它们

又属于不同的销售渠道，与天猫平台的结算方式不

同，货款的回笼时点不同，客户销售订单信息获取的

全面程度也不同，这就导致公司在销售数据的确认

上存在差异。目前，包括易辟公司在内的绝大多数

B2C电商零售企业还是根据发票开具金额确认收入

金额，不开票就不确认或少确认收入，从而导致企业

不规范纳税现象非常普遍，同时也不符合会计准则

的要求。

易辟公司未来要实施 IPO，因此它们主动要求

对本公司基础层面的会计核算按照会计准则和税法

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基于此背景，本文为解决其基础

层面的会计核算问题，以返利确认问题为切入点，解

决会计准则、税法和公司内部考核在返利确认方面

不一致的问题，并使企业在考虑成本效益的前提下

持续按照规范的方式确认返利。同时，易辟公司属于

典型的B2C电商零售企业，目前在天猫超市渠道销

售额居第二名，是青年电商联盟成员企业，在行业中

的影响力较大，因此本文所设计的操作方案可以推

广到其他B2C电商零售企业，用于指导其他企业规

范化地进行核算。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内研究现状。黄怀书（2013）梳理了有关返

利的税法规定，从税收筹划角度对不同返利形式的

优劣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企业返利纳税筹划的最

佳选择，但是该文只对传统企业的返利纳税筹划进

行了分析，没有提及电商零售企业的返利问题。胡小

风（2013）结合税收政策和会计准则，以案例形式对

各种形式返利账务处理进行了解析，但是该文所举

案例是线下交易模式下的返利，没有涉及线上交易

模式下的返利问题。刘立曦（2016）以企业财务利益

最大化为目标，从销售方的视角出发，从总体税负、

营业现金流量、利润三个角度，对主流的几种平销返

利纳税筹划策略进行比较，认为固定服务费返利为

最佳方案，现金返利其次，实物返利最次。于波成

（2016）从销售方角度举例说明了销售返利两种不同

的会计处理方式，一种是确认为销售费用，另一种是

冲减销售收入，并通过对两种方式的比较，认为冲减

销售收入的方式更符合收入准则的要求。

2. 国外研究现状。Quan Quan等（2012）阐述了

会计信息系统的特征和企业加强会计信息系统建设

的必要性，重点分析了会计信息系统在电子商务环

境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

行方案。Bin Wang等（2011）研究了企业在电子商务

环境下对于网络查账的操作，分析了网络上的账簿

核算与传统账簿核算的不同点，并解释了如何实施

网络查账。Tysiac Ken（2014）认为，企业需要为将要

实施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与客户之间

的合同产生的收入》找出过渡解决方案，包括建立团

队和计划，理解相关标准，分析合同和收入，考虑系

统、培训和教育的影响。

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目前返利确认问题的

研究多是针对传统零售企业，分别从零售企业视角

和供应商视角进行探讨，尚没有针对电商零售企业

的返利确认研究。从国外研究文献来看，就电商零售

企业的返利确认的研究文献较少，还没有基于电商

零售销售模式下的返利确认研究。所以，本文以易辟

公司这一典型B2C电商零售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易

辟公司存在的返利确认问题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

这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第一，分析供应商与本

公司不同返利形式下的结算方式、开票方式，以确定

不同返利形式的确认方法；第二，理清不同形式返利

对商品进货成本的影响及在进销存系统中如何反映

进货成本，进而确定返利确认账户。

二、基本概念

（一）B2C电商平台

本文中B2C电商平台是指为B2C零售企业提

供线上销售站点的电子商务网站。目前规模较大的

B2C电商平台主要有阿里天猫、京东、苏宁易购、国

美在线、亚马逊等。就2016年“双十一”的情况来看，

2016年全网销售额全天共计 1770.4亿元，其中天猫

一家占比 68.2%，第二名京东占比 22.7%，苏宁易购

以 2.2%的占比排在第三，接下来依次是国美在线、

一号店、亚马逊。易辟公司目前主要在阿里天猫平

台、京东平台开设店铺销售，其中阿里天猫平台销售

额占公司总销售的80%。

（二）B2C电商平台中的渠道

本文B2C电商平台中的渠道实际是指在平台

中开设店铺的类型。每个电商平台都分设不同的店

铺类型，如天猫平台上的天猫旗舰店、天猫超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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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国际、零售通等，京东平台上的京东旗舰店、京东

自营店等。电商平台对每种店铺的管理都设置了差

异化的模式，每种模式在存货仓储、向客户发货、买

家收货确认、开票结算、收款等方面的业务流程和管

理要求都有差异。易辟公司目前拥有阿里天猫平台

旗舰店10多个，以及天猫超市店、零售通店、京东旗

舰店5个。

（三）返利

返利是供应商为了鼓励和促进购买方更多买进

商品，而由供应商在一定时间内给予购买方一定金

额的商品利润返还。目前常见的返利形式有实物返

利、现金返利和冲抵货款三种方式。返利具有两个特

点：一是是否返利不确定。因为返利通常是购买方在

达到供应商设定的某种条件时才能提供，所以购买

方购货当时并不能确定该返利是否能够获得。二是

返利金额不确定。因为返利通常是跟购买方的采购

额或者购买方采购后的销售直接挂钩，所以返利金

额在购买方向供应方采购商品时不能确定。

（四）确认

确认是指决定将交易或事项中的某一项目作为

一项会计要素加以记录并列入财务报表的过程，是

财务会计的一项重要程序。确认主要解决某一个项

目是否需要确认、确认到哪个账户、何时确认到该账

户这三个问题。它包括在会计记录中的初始确认和

在财务报表中的最终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中规定了会计要素的初始确认条件：①符

合要素的定义；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

出企业；③有关的价值以及流入或流出的经济利益

能够可靠地计量。本文就是研究B2C电商零售企业

收入的确认和返利的确认问题。

三、B2C电商零售企业返利确认存在的问题

从会计主体来看，供应商和购买方在如何对返

利进行确认和计量方面存在差异。易辟公司发生的

返利是指其作为购买方从品牌供应商那里获得的利

润返还，因而本文只站在购买方的角度来探讨返利

确认问题。

（一）除现金返利外不确认其他形式的返利

常见的返利形式有实物返利、现金返利和冲抵

货款三种方式，目前这三种形式的返利都存在于易

辟公司中。但是，由于现金返利需要由易辟公司向品

牌供应商开出发票，易辟公司才会将开票金额作为

收入进行确认，而其他两种形式的返利，易辟公司只

在编制内部团队利润考核表时，才将这两种返利作

为团队利润增加予以记录，并不在总账系统中进行

账务处理，这就导致易辟公司总账系统中账户余额

不准确。这种不准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财务账面没

有反映收到的实物返利而使库存余额不准确，二是

财务账面没有体现冲抵货款部分而使应付账款余额

不准确，与品牌供应商对账依靠的是品牌核算会计

所做的EXCEL表格。

（二）收到的实物返利不知如何体现到存货管理

信息系统中

实物返利就是供应商将商品以零货值方式发送

给B2C电商零售企业，并且不提供发票，不收取费

用。这些商品属于正常可以销售的有价值商品，拥有

与付费购进商品相同的条码和货号。易辟公司收到

这些商品后应在存货管理信息系统中填写入库单，

但其对于入库单中的单价如何填写比较困惑，不能

确定是填零还是象征性填一元抑或是填写标准单

价。易辟公司在入库单填写上的混乱，导致公司内拥

有实物返利的商品其加权平均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

有较大差异，使得商品销售成本不够准确。又由于总

账系统中不反映这部分实物返利，因而总账系统的

库存余额与商品存货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存货余额会

产生差异。

（三）不能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来设计与供应商的

返利结算方式

从与供应商结算返利的开票方式和回款方式来

看，B2C电商零售企业将现金返利称为账扣，将抵付

货款称为票扣。下面举例说明这两种方式对B2C电

商企业增值税的影响。

例：2017年 3月易辟公司可以向上海庄臣供应

商收取 11.7万元的返利。假设易辟公司 2017年 3月
另外向庄臣公司购进了 117万元的商品。上述金额

都为含税价。

票扣方式的做法为：易辟公司收到购进商品的

117万元增值税发票，该发票金额有两行，一行是本

月购进货物的价款 100万元和相应的进项税 17万
元，还有一行是用负数填写的价款10万元和进项税

1.7万元。发票合计栏金额是价款 90万元，进项税

15.3万元。这就预示着本月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为：

17-1.7=15.3（万元），这是按 17%的税率计算的。也

就是说，虽然给了易辟公司11.7万元返利，但因在增

值税发票中填写了折扣额部分，使易辟公司少了可

抵扣的进项税 1.7万元，实际易辟公司只享受到 10
万元返利。

账扣方式的做法为：易辟公司收到购进商品的



□·96·财会月刊2017.28

117万元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可抵扣进项税为 17万
元。另外公司开出11.7万元的税率为6%的服务费发

票给对方，这将产生 0.66万元（11.7/1.06×6%）的销

项税。17-0.66=16.34（万元），这个差值说明可以抵

扣的进项税为17万元，即使另开发票会产生0.66万
元的销项税，也还有 16.34万元的进项税可以抵扣。

与票扣方式只有 15.3万元进项税相比，可以多获得

1.04万元（16.34-15.3）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额。

上述案例说明，在不同的返利结算开票方式下，

企业的税负也不相同。目前，包括易辟公司在内的大

多数B2C电商零售企业都没有厘清账扣返利和票

扣返利这两种返利方式对税收的影响，运营团队在

与品牌供应商谈判和签订采购合约时并没有考虑什

么是最合适的返利形式。

四、B2C电商零售企业返利确认方法

（一）实物返利确认方法

实物返利的特点是获得的实物属于正常可以销

售的有价值商品，拥有与付费购进商品相同的条码

和货号。本文就B2C电商零售企业如何准确确认实

物返利提出如下建议：

1. 供货方提供的发票上要体现该批赠送实物

信息。目前，易辟公司从品牌供应商那里收到的实物

返利没有发票，在总账系统中也没有作出合适的账

务处理。本文认为，依据税法规定，品牌方给予的实

物返利应该在返利当月的其他商品进货发票上填写

一行与实物返利同等金额的折扣额，再填写一张蓝

字的实物返利商品数量和标准价格的发票。这样处

理既真实反映了库存数量的变化，也使返利方有了

记账依据，还使征管部门有了稽查依据。

2. 按照标准货值正常录入存货管理信息系统。

收到的实物返利都是能够正常出售的商品，与原购

进的该类商品具有同样的商品代码和货号。B2C零

售企业将该批商品发送到自营仓库、第三方仓库或

天猫京东指定的自营仓库，都需要在存货管理信息

系统中录入该批商品信息，并与同样代码的商品并

入一个商品数据库内。目前易辟公司在填写入库单

的单价时没有作出统一要求，有时为零，将此商品归

类到赠品中；有时为正常采购价，将其归类到正常商

品中。本文认为，对实物返利入库信息应作出统一要

求，并按照该商品的正常采购价格录入存货管理信

息系统。

3. 将实物返利货值一次结转至“主营业务成

本”。如果按照标准价格作为入库金额，那么这批货

品出售后，在月末计算本月该类商品销售成本时，就

分不清楚所售商品是属于返利部分还是属于正常采

购部分，从而导致实物返利部分商品也有销售成本，

而其销售成本本应该为零。为了方便核算，期末计算

该类商品销售成本时一律不考虑其中有无返利部

分，只在收到实物返利时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库存商品 （实物返利的标准成本）

贷：主营业务成本（实物返利的标准成本）

这样处理有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使存货管理

信息系统的商品总额能够体现商品实际总价值；第

二，使存货管理信息系统中该类商品存货余额能够

与总账系统中的存货余额相符；第三，使实物返利部

分的商品销售成本变为零，符合实际成本；第四，简

化了会计核算手续。其缺点是在收到实物返利时就

冲减了“主营业务成本”，使得商品未销售就实现利

润，有提前确认收益之嫌。

4. 注意区分赠品和实物返利获得的正常品。品

牌供应商也经常会提供一些特制的赠品送给B2C
零售企业，用以在销售正常品时搭配赠送给客户，这

是一种促销方式。B2C零售企业获得赠品是无价值

的，搭配赠送客户时也是无收入额的，这部分赠品应

该与实物返利获得的正常品并在销售时产生收入的

情况相区分。收到的赠品在存货管理信息系统中应

该以零货值录入，并注明是赠品，在销售发出后，不

需要在总账系统中进行账务处理。也就是只在存货

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数量管理，不在总账系统中进

行价值体现。

（二）票扣返利确认方法

以抵付货款的方式获得返利，在实务操作上通

常被称为票扣返利。实际上票扣返利是指在下次采

购商品时少支付等同于返利金额的货款，并在下次

采购商品的发票上以折扣方式体现。由于易辟公司

税务会计负责发票整理和账务处理，对于这种票扣

返利一律以净额计入“库存商品”，并冲减“应付账

款”，这使得总账系统中的库存商品余额与存货管理

信息系统中的商品余额不符。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账务处理思路：

1. 品牌核算会计收到附有折扣的发票后根据

发票上的正数金额先做商品采购分录：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供应商

2. 品牌核算会计再根据同张发票中的折扣负

数金额做冲减主营业务成本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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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付账款——供应商

贷：主营业务成本（负数不含税金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

税额）（负数税额）

3. 税务会计月末根据本月增值税销项税的情

况考虑选择抵扣的进项税发票，并作出账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

税额）

（三）账扣返利确认方法

以现金方式获得返利，在实务中被称为账扣返

利。在这种方式下，商品供应商直接以现金形式对

B2C零售企业返还利润，B2C零售企业向商品供应

商开具发票。目前普遍的开票方式是由B2C零售企

业开具6%税率的服务费发票。

但这种做法是有税务风险和争议的。《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

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36号）规定：

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

挂钩（如以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

入，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

值税进项税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平销行为征收增

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67号）规定：应冲

减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应冲减的进项税

额=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所购货物适用的增值税

税率。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冲减的增值税税率是所购

货物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正常为17%。

根据税法规定，如果返利收入属于与商品销售

量和销售额挂钩的收入，应该作为进货额的冲减，并

冲减进项税，而且冲减的税率为17%，现金返利应该

由商品供应商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并依据红字增

值税发票作出相关账务处理。看起来向商品供应商

开具6%税率的增值税发票不符合税法要求，但是如

果从合同源头入手，B2C电商与供应商签订代理销

售协议，则这部分现金返利可以定义为代理服务费，

名正言顺地按照6%的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五、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B2C电商零售企业返利确

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除现金返利外不确认其

他形式的返利。实物返利和票扣返利因为不需要

B2C电商零售企业另外开票，因而税务会计在进行

账务处理时通常忽略这部分返利。二是收到的实物

返利不知如何体现到存货管理信息系统中。实物返

利应该是以零货值还是以标准价格录入存货管理信

息系统比较模糊。三是不能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来设

计与供应商的返利结算方式。现金返利如果能够在

签订合约时作为服务费收入约定，B2C零售电商企

业则可以开具6%税率的增值税发票，从而达到节税

的目的。企业需要根据实物返利、票扣返利、账扣返

利的不同特点区别设计返利确认方法，并考虑税务

风险和发票开具方式。本文为会计准则和税收法律

针对B2C电商零售这一商业模式作出指定性的规

范提供了实务案例，也为其他B2C电商零售企业的

会计核算和管理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操作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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