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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视角下控股合并投资抵销问题探讨

【摘要】递延所得税的存在会导致应税合并、免税合并投资抵销账务处理存在诸多不同。因此，以A
股市场主要并购模式控股合并为研究对象，逐项分析非同一控制下投资抵销业务的基本思路。研究表

明，递延所得税影响了资本公积、商誉、少数股东权益、未分配利润、投资收益和少数股东损益，基于此，

提出用成本法抵销长期股权投资和取消确认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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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逐步落实，产业并购整合

稳步推进，过剩产业向优势企业集中已成市场主流。

2011 ~ 2016年，我国并购市场交易金额及数量持续

上升。2011 ~ 2016年披露并购金额分别为228.01亿、

301.7亿、371.95亿、395亿、789.44亿、540.62亿美元，

环比增长分别为 32.32%、23.28%、6.20%、99.86%、

-31.52%；并购案例数量分别为 5111、4903、6203、
7863、11715、8380 起，环比增长分别为-0.04%、

26.51%、26.76%、48.99%、-28.47%；披露金额案例数

量分别为 4212、4090、5380、6868、9653、6642 起，环

比增长分别为-2.90%、31.54%、27.66%、40.55%、

-31.19%。2016年，证监会对并购市场加强监管，二

级交易市场活跃度欠缺，导致并购金额和数量双双

下滑。但 2017年第一季度，我国并购市场交易总额

为 702亿美元，共完成 752起交易，数据记录仍高于

2011 ~ 2016年同期一季度指标。并购重组增多、定向

增发回升、IPO融资金额走低三大变化正改变着我

国A股市场格局。

一、文献综述

资本市场中，并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全球市场

变幻莫测，且竞争逐渐加剧，因此，会计人员需准确

理解并购交易引发的投资账务。新会计准则自2006

年颁布以来，《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

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关于非货币

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4］116号）以及《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

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税［2015］58号）均对

《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业务处理若干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中的企业合并税收政策

做了详细解释或补充。但因企业合并系非经常事项，

投资抵销账务处理难度极高，部分会计人员并未真

正理解上述四项文件，致使投资抵销实务经常出错。

目前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姚振飞（2016）
分别通过应税合并和免税合并模式诠释了非同一控

制下内部投资抵销账务处理，并总结了应税合并和

免税合并在内部投资抵销账务处理中的异同点。马

颖超（2016）阐明了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兼并和同一

控制下收购、兼并的投资抵销账务处理，并附有案例

解析。张卫丽（2015）论证了应税合并长期股权投资

抵销分录及调整分录编制，并总结了四个工作要点。

胡成玉（2013）对免税条件下调整子公司净资产公允

价值的所得税处理进行了论证，主要诠释了非同一

控制下如何将个别报表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调整

为公允价值。Terry Shevlin（2005）、Celia Whitaker
（2005）和 Michelle Hanlon（2003）研究了会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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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税收法规政策允许企业合

并存在应税合并、免税合并两种模式，而部分学者并

未逐项分析两种模式下内部投资抵销的账务处理，

或未对应税合并、免税合并需满足的条件进行说明，

因此对实际工作的借鉴作用较弱。研究控股合并模

式下应税合并、免税合并内部投资抵销的相关文献

也较少。本文以A股市场主要合并模式即控股合并

为背景，详细论证非同一控制下，母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的账务处理，通过逐项

对比分析，归纳总结应税合并和免税合并抵销分录

的区别，并详细分析了四项文件的内容，以期丰富资

本市场并购理论，深化控股合并投资抵销理论，并为

企业会计人员实际工作提供规范指导。

二、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投资抵销账务处理

原则

企业合并本质与形式决定合并模式，企业合并

有诸多分类。第一，以产权模式为分类标准，企业合

并分为吸收合并、新设合并与控股合并。吸收合并指

合并方吞并被合并方，新设合并指合并双方以第三

人身份存续，控股合并指合并方收购被合并方。A股

市场合并以控股合并为主。第二，以组织模式为分类

标准，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与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指参与合并

各方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长期控制，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指参与合并各方合并前后均不受同一方

或相同多方控制。第三，以计税模式为分类标准，企

业合并分为应税合并与免税合并。收购企业购买股

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75%，且收购企业

在收购过程中股权支付比例不低于交易总金额的

85%，称为特殊性税务处理即免税合并。如果不能满

足特殊性税务处理要求，则按一般性税务处理即应

税合并。应税合并与免税合并的区别如表1所示。

非同一控制下应税合并编制合并报表时，集团

与税务机关均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公允价值计量，

二者不存在差异，不产生递延所得税。免税合并时集

团按公允价值计量，将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编入合并

报表，而税务机关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原账面价值

计量。如此会导致集团账面价值与税务计税基础之

间存在差异，从而产生递延所得税。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遵循购买法：合并成本为

购买方为合并支付的现金、现金资产、债券或股票的

公允价值。若合并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则合并报表中认定为商誉，且每年年

末需进行减值测试；若合并成本小于被购买方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则合并报表中认定为未分

配利润。若追溯当年项目，应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投资抵销包括两项内容：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以及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

公司利润分配抵销。第一个会计年度分别于合并日

及期末编制抵销分录。

（一）合并日报表编制

将子公司个别报表资产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合

并日公允价值。

1. 子公司部分资产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时，

将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如表2所示。

应税合并与免税合并的区别在于免税合并需确

认递延所得税。免税合并时，会计以账面价值计量，

税务以公允价值计量，二者会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如果资产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则会产生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

2.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抵销，如表3所示。

应税合并

借：××资产
贷：资本公积

免税合并

借：××资产
贷：资本公积

借：资本公积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合并分类

应税合并

免税合并

非同一控制

A.会计账面价值=各资产负债公允价值
B.税法计税基础=各资产负债公允价值
A=B，不产生递延所得税

A.会计账面价值=各资产负债公允价值
B.税法计税基础=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若A＞B，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若A＜B，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表 1 非同一控制下应税合并与免税合并差异对比

表 2 将子公司账面价值调整为合并日公允价值

应税合并

借：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商誉（借方差）
贷：长期股权投资

少数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贷方差）

免税合并

借：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商誉（借方差）
贷：长期股权投资

少数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贷方差）

表 3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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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抵销分录时，应税合并、免税合并虽会计项目相

同，但数据有别：若存在递延所得税负债，则免税合

并资本公积小于应税合并资本公积；如果存在借方

差，则免税合并商誉、少数股东权益也小于应税合并

对应项目；如果存在贷方差，免税合并少数股东权

益、未分配利润项目也小于应税合并对应项目。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均按调整后的公允价值

数据抵销。笔者认为，商誉计算有两种模式：①分部

法，购买日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按公允价

值修正后所有者权益份额合计的差额即为商誉；

②全部法，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少数股东权益二

者之和与子公司按调整后的公允价值所有者权益合

计之差即为商誉。若分录出现负商誉，应计入未分配

利润。若追溯当年项目，应计入营业外收入。

（二）合并当年年末及后续年度分录编制

合并当期期末抵销分录编制是投资抵销流程中

最关键的步骤，直接影响后续年度抵销分录编制工

作的正确性，是后续年度编制分录的基础。后续年度

编制分录时，需将合并当年损益类项目全部替换为

“未分配利润——年初”，目的是保证合并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年初数与上期期末金额一致，本期合并财

务报表中年初“所有者权益”各项目金额与上期合并

财务报表中期末“所有者权益”对应项目金额一致。

因此，上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涉及的“股本”、“资

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和“盈余公积”项目，在本

期编制合并报表调整分录或抵销分录时皆用“股本

——年初”、“资本公积——年初”、“其他综合收益

——年初”和“盈余公积——年初”项目代替；对于上

期编制调整分录或抵销分录时涉及利润表中的项目

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未分配利润”项目，在本期

编制合并报表调整分录或抵销分录时，皆用“未分配

利润——年初”项目代替。

1. 将子公司个别报表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

值。因合并报表所有抵销账务都是由工作底稿一次

性过账，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会计报表记录，所以合并

当年年末仍然需要重复公允价值调整工作，如表 4
所示。合并当期期末，免税合并与应税合并的区别在

于除了确认合并日暂时性差异导致的递延所得税项

目之外，还需要对暂时性差异转回或新增情况予以

确认。

2.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

法。子公司盈利时，母公司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项目，贷记“投资收益”项目；子公司亏损

时，母公司借记“投资收益”项目，贷记“长期股权投

资——损益调整”项目。子公司分派现金股利时，母

公司借记“投资收益”项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项目。子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上升时，母公司借记“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

益”项目，贷记“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下降时，母公司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子公司除净损益及其他综合收

益之外所有者权益上升时，母公司借记“长期股权投

资——其他资本公积”项目，贷记“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项目；下降时，母公司借记“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项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资本公积”项目。

3.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抵销处理。母公司借记“股本”、“资本公积”、“其他综

合收益”、“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商誉”项目，

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少数股东权益”和“未分配利

润——年初”项目。应税合并与免税合并都必须按调

整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抵销。笔者发现，免税

合并时“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长期股权投

资”、“少数股东权益”均小于应税合并对应项目，但

免税合并商誉大于应税合并商誉。

4. 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抵销处

理。母公司借记“投资收益”、“少数股东损益”、“未分

配利润——年初”项目，贷记“提取盈余公积”、“对所

有者的分配”、“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笔者发

现，免税合并“投资收益”、“少数股东损益”、“未分配

应税合并

若个别资产公允价值
高于账面价值，则：
借：××资产

贷：资本公积
若资产为固定资产，则
应将超出部分补提折
旧：
借：××费用

贷：固定资产
若资产为无形资产，则
应将超出部分补提摊
销：
借：××费用

贷：无形资产

免税合并

若个别资产公允价值高于账面
价值：
借：××资产

贷：资本公积
借：资本公积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若资产为固定资产，将超出部
分补提折旧：
借：××费用

贷：固定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贷：所得税费用
若资产为无形资产，将超出部
分补提摊销：
借：××费用

贷：无形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贷：所得税费用

表 4 合并当期期末子公司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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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日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抵销分录

2016年1月1日账务处理如下：

1. A为母公司，B为子公司。母公司因持股比例

为80%，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个别报表账

务处理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应税合并与免税合并时，母公司个

别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并不存在差别。

2. 合并日为编制合并工作底稿做准备工作，将

子公司报表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如表7所示。

应税合并时，集团、税务机关均以子公司公允价

值计量，故不产生暂时性差异。而免税合并集团编制

合并报表时，子公司无形资产按公允价值 400万元

为计量基础，税务机关以360万元为计量基础，新增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40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应确认

10万元。如果子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小于计税基

础，则会新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

3. 合并日抵销分录编制，如表8所示。

应税合并时，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500万
元，公允价值为 1540 万元，母公司占比 80%，即

1540×80%=1232（万元）。2000-1232=768（万元），即

利润——年末”均小于应税合并对应项目。投资收益

和少数股东损益之和即为子公司公允价值净利润，

分录由公式“子公司未分配利润-年末=未分配利

润-年初+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即投资收益+少数股

东损益）-当年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对所有者

（股东）的分配］”推导得出。

三、案例处理与结果分析

A公司2016年发生如下业务：

2016年 1月 1日，A公司以银行存款 2000万元，

自非关联方企业M购入B公司 80%表决权股份。当

日，B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500万元：股本 1200
万元，资本公积 200万元，盈余公积 20万元，未分配

利润80万元。B公司有一商标权公允价值400万元，

账面价值 360万元，尚可使用 10年。假定残值为 0。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5%。

2016年度，B公司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230.67万
元，净利润 200万元，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20万元，未

计提任意盈余公积，2016年B公司分红 50万元。同

年，A公司实现主营业务利润 1293.33万元，净利润

100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 100万元，分派现金股利

700万元。

2016年年末，B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实现增值40万元。

为简化处理，本案例不界定股权支付比例是

否高于 85%，分别按应税合并和免税合并做投资

抵销处理，合并前A、B公司资产负债的情况如表5
所示。

应税合并

借：股本 1200
资本公积 240
盈余公积 20
未分配利润 80
商誉 768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00

少数股东权益 308

免税合并

借：股本 1200
资本公积 230
盈余公积 20
未分配利润 80
商誉 776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00

少数股东权益 306

应税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2000
贷：银行存款 2000

免税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2000
贷：银行存款 2000

资产

项目

流动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
权投资

A公司

账面价值

5000
1400

0

B公司

账面价值

1640
360

0

公允价值

1640
400

权益

项目

负债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A公司

账面价值

2000
2000

800

900
700

B公司

账面价值

500
1200

200

20
80

公允价值

表 5 合并前A、B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下同

表 6 母公司个别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初始确认金额

表 7 合并日将子公司报表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

表 8 合并日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净资产抵销

应税合并

借：无形资产 40
贷：资本公积 40

免税合并

借：无形资产 40
贷：资本公积 40

借：资本公积 1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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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誉。若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3000万
元，则“借：商誉 768”应调整为“贷：营业外收入

400”。免税合并时，商誉为：2000-（1200+230+20+
80）×80%=776（万元）。

合并日编制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净资

产抵销分录时，应税合并、免税合并的区别为：由于

调整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时免税合并确认了递延所得

税负债，使得应税合并、免税合并资本公积抵销产生

10万元差异，商誉存在8万元差异。少数股东权益也

因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同产生 2万元差异。资本公积

按持股比例分担，母公司应是：10×80%=8（万元）；

少数股东应分担：10×20%=2（万元）。

笔者认为，此处商誉为母公司占子公司股权

80%部分对应的商誉，不包含子公司少数股东 20%
股权对应的商誉，故被称为部分商誉法。如果按全部

商誉法，本例中合并商誉应包含少数股东股权对应

的商誉。如果以母公司合并成本隐含的子公司购买

价格作为子公司公允价值，全部商誉法下对应合并

商誉应为：应税合并时：2000÷80%-（1500+40）=960
（万元）；免税合并时：2000÷80%-（1500+40-10）=
970（万元）。

将合并日调整分录与抵销分录分别在部分商誉

法工作底稿中予以登记，如表9、表10所示。

（二）2016年年末合并报表抵销分录编制

当期期末，合并方需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

利润表以及合并现金流量表。首先编制母公司个别

报表长期股权投资相关会计分录。

1. 母公司个别报表按成本法进行账务处理，如

表11所示。

应税合并、免税合并时，期末母公司个别报表均

按成本法确认投资收益，并不存在差别。

2. 编制合并报表准备工作。因合并报表工作底

稿所有准备工作、抵销分录编制全是一次性临时账

外处理，未形成个别报表账表记录，所以调整分录仍

需在工作底稿中再次编制。

（1）将子公司数据由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

如表12所示。

应税合并时，当年年末无形资产按公允价值补

提摊销。免税合并时，无形资产除按公允价值补提摊

销外，另需编制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会计分录。

项 目

流动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商誉

负债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个别报表

母公司

3000
1400
2000

0
2000
2000
800
900
700
0

子公司

1640
360
0
0

500
1200
200
20
80
0

调整与抵销分录

借

40

768

1200
240
20
80

贷

2000

40

308

合并数

4640
1800

0
768
2500
2000
800
900
700
308

项 目

流动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商誉

负债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个别报表

母公司

3000
1400
2000

0
2000
2000
800
900
700
0

子公司

1640
360
0
0

500
1200
200
20
80
0

调整与抵销分录

借

40

776

1200
10/230

20
80

贷

2000

10

40

306

合并数

4640
1800

0
776
2510
2000
800
900
700
306

表 9 合并日应税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部分商誉法）

表 10 合并日免税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部分商誉法）

应税合并

借：应收股利 40
贷：投资收益 40

借：银行存款 40
贷：应收股利 40

免税合并

借：应收股利 40
贷：投资收益 40

借：银行存款 40
贷：应收股利 40

表 11 母公司个别报表确认投资收益

应税合并

借：无形资产 40
贷：资本公积 40

借：管理费用 4
贷：无形资产 4

免税合并

借：无形资产 40
贷：资本公积 3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
借：管理费用 4

贷：无形资产 4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

贷：所得税费用 1

表 12 将子公司数据由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

免税合并无形资产暂时性差异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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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免税合并时，无形资产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 2016年年初为 40万元，2016年年末为 36万
元，2016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4万元，递延所得

税负债应减少1万元（4×25%）。
合并报表工作底稿中，管理费用调增4万元，所

得税费用调减 1万元，则子公司净利润虚增 3万元。

免税合并时，子公司净利润应调减3万元。

（2）将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追溯为权

益法。此时，初始投资成本追溯与合并日数据完全一

致，如表13所示。

商誉 8万元差异产生的原因如下：调整子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时存在10万元差异，故商誉

按母公司持股比例80%计算也存在8万元差异。

（3）对子公司分配现金股利追溯，如表14所示。

追溯子公司分配现金股利时，应税合并、免税合

并的会计分录完全一致。成本法下，借：应收股利

40；贷：投资收益40。权益法下，借：应收股利40；贷：

长期股权投资 40。追溯权益法时，需将长期股权投

资贷方登记，并将成本法下投资收益借方登记予以

冲销。

（4）对子公司实现净利润追溯，如表15所示。

追溯子公司实现净利润时，应税合并比免税合

并净利润低 0.8万元。应税合并时，将子公司净利润

由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公允净利润=200-4=
196（万元）。母公司占比为 80%，故长期股权投资应

为：196×80%=156.8（万元）。免税合并时，子公司公

允价值净利润=200-（4-1）=197（万元）。母公司占

比为 80%，故长期股权投资应为：197×80%=157.6
（万元）。

（5）对子公司确认其他综合收益追溯。成本法

下，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并未确认其他综合收益。权

益法下，子公司除净损益之外的相关利得实现时，合

并方应按持股比例确认相关利得，如表16所示。

追溯子公司确认其他综合收益时，应税合并与

免税合并不存在差别。追溯后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

为：应税合并：2000-40+156.8+32=2148.8（万元）；

免税合并：2000-40+157.6+32=2149.6（万元）。追溯

后，应税合并长期股权投资比免税合并时低 0.8万
元，产生差异的原因是调整净利润时按母公司持股

比例80%计算。

3.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抵销分录。将调整后项目数据编制抵销分录，如表

17所示。

（1）资本公积存在 10万元差异。原因是：合并

日，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10万元导致免税合并比应

税合并多一项业务。应税合并时，资本公积 240万
元；免税合并时，资本公积230万元。

（2）未分配利润——年末存在1万元差异。原因

是：调整子公司净利润时，应税合并比免税合并低1
万元。应税合并时，未分配利润——年末（206 万

元）=年初未分配利润（80万元）+当年修正后的净利

润（196万元）-对所有者分红（50万元）-提取盈余

公积（20万元）。免税合并时，未分配利润——年末

（207万元）=年初未分配利润（80万元）+当年修正

后的净利润（197万元）-对所有者分红（50万元）-
提取盈余公积（20万元）。

应税合并

初始投资成本2000万元，占
当日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为 1232 万元
（1540×80%），形成商誉 768
万元，不需追溯，在长期股
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抵销分录中确认即可

免税合并

初始投资成本2000万元，占
当日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为1224万元
（1530×80%），形成商誉776
万元，不需追溯，在长期股
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抵销分录中确认即可

表 13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追溯

应税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32
贷：其他综合收益 32

免税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32
贷：其他综合收益 32

应税合并

借：股本 1200
资本公积 240
其他综合收益 40
盈余公积 40
未分配利润——年末 206
商誉 768
贷：长期股权投资 2148.8

少数股东权益 345.2

免税合并

借：股本 1200
资本公积 230
其他综合收益 40
盈余公积 40
未分配利润——年末 207
商誉 776
贷：长期股权投资 2149.6

少数股东权益 343.4

应税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156.8
贷：投资收益 156.8

免税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157.6
贷：投资收益 157.6

应税合并

借：投资收益 4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0

免税合并

借：投资收益 4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0

表 14 对子公司分配现金股利追溯分录

表 15 对子公司实现净利润追溯分录

表 16 对子公司确认其他综合收益追溯

表 17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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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誉存在 8万元差异。原因是：将长期股权

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时，账面余额存在0.8万
元差异。所有者权益除了资本公积存在 10万元差

异，未分配利润——年末金额也存在1万元差异。应

税合并时，商誉（768 万元）=2148.8-（1200+240+
40+40+206）×80%；免税合并时，商誉（776万元）=
2149.6-（1200+230+40+40+207）×80% 。

（4）长期股权投资存在0.8万元差异。原因是：调

整子公司净利润时，应税合并比免税合并低1万元。

母公司持股比例为 80%，则：1×80%=0.8（万元）。应

税合并时，长期股权投资（2148.8万元）=2000-40+
156.8+32；免税合并时，长期股权投资（2149.6 万

元）=2000-40+157.6+32。
（5）少数股东权益存在1.8万元差异。原因是：应

税合并时，资本公积比免税合并低 10万元，未分配

利润比免税合并低1万元。应税合并时，少数股东权

益（345.2万元）=［股本（1200万元）+资本公积（240
万元）+其他综合收益（40万元）+盈余公积（40万
元）+未分配利润——年末（206万元）］×20%。免税

合并时，少数股东权益（343.4万元）=［股本（1200万
元）+资本公积（230 万元）+其他综合收益（40 万

元）+盈余公积（4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207
万元）］×20%。

综上所述，非同一控制控股合并，若子公司资产

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合并日免税合并比应税合

并需多编制递延所得税负债确认会计分录，未分配

利润、初始商誉均大于应税合并，但资本公积、少数

股东权益小于免税合并。

合并当期期末，免税合并比应税合并需多编制

递延所得税负债转回会计分录，且需调减所得税费

用，子公司净利润受双重调整影响会产生较大差异。

将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时，

商誉维持合并日原金额。商誉的另一种计算方式是：

商誉=调整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子公司调整

后所有者权益总计×母公司持股比例。追溯子公司

净利润时，因所得税影响的存在，应税合并金额小于

免税合并。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应

税合并时金额小于免税合并，而且金额差异恰恰等

于调整子公司净利润时金额差异乘以母公司持股比

例。应税合并时“未分配利润——年末”金额低于免

税合并，其差异是修正后净利润导致，且净利润差异

与“未分配利润——年末”差异金额完全一致。因应

税合并时，调整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金额大于

免税合并，导致少数股东权益金额高于免税合并。

4. 母公司 2016年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

的抵销，如表18所示。

应税合并子公司调整后净利润为 196万元，母

公司占比 80%，投资收益为 156.8万元（196×80%），

少数股东损益为39.2万元（196×20%）。
免税合并子公司调整后净利润为 197万元，母

公司占比 80%，投资收益为 157.6万元（197×80%），

少数股东损益为39.4万元（197×20%）。
投资收益存在0.8万元差异，少数股东损益存在

0.2万元差异。原因是：调整子公司净利润时出现 1
万元差异，且此差异导致“未分配利润——年末”差

异1万元。

将免税合并调整抵销分录在合并工作底稿汇总

登记，如表19所示。

限于篇幅，本文仅编制免税合并时的工作底稿，

应税合并时只是将对应项目金额如实登记至工作底

稿即可。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分析非同一控制下应税合并、免税合并案

例，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 由于暂时性差异影响的存在，合并日免税合

并需确认递延所得税，且商誉与应税合并商誉迥异。

应税合并在将子公司数据由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

值时，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完全一致，不

存在确认差异问题。但免税合并时，资产、负债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存在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递延所得税负债。若子公司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

值，免税合并需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无论按部分商

誉法还是按全部商誉法，免税合并商誉均大于应税

合并商誉。

2. 由于暂时性差异影响的存在，合并当期期末

免税合并在确认递延所得税的基础上，还需反映递

延所得税转回或新增情况，并且需调整所得税费用。

但应税合并无需调整所得税。

3. 由于暂时性差异影响的存在，合并当期期末

应税合并

借：投资收益 156.8
少数股东损益 39.2
未分配利润——年初 80
贷：提取盈余公积 20

对所有者（股东）的分配50
未分配利润——年末 206

免税合并

借：投资收益 157.6
少数股东损益 39.4
未分配利润——年初 80
贷：提取盈余公积 20

对所有者（股东）的分配50
未分配利润——年末 207

表 18 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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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合并、免税合并长期股权投资在由成本法调整

为权益法时，初始投资成本、对子公司实现净利润追

溯存在较大差异。但对子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子公司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追溯分录完全一样。

4. 通过案例分析，还可以得出以下公式：（应税

合并子公司调整后净利润-免税合并子公司调整后

净利润）×母公司持股比例=追溯后母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差额=投资收益差额；（应税合并子公司调整后

净利润-免税合并子公司调整后净利润）×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少数股东损益差额；应税合并子公司净

利润-免税合并子公司净利润=未分配利润-年末

差额。

（二）建议

通过分析非同一控制下应税合并、免税合并案

例，笔者建议：

1. 按权益法修正长期股权投资无实际意义，应

用成本法抵销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新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33号规定，我国企业在编制合并报表

时，将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由复杂权益法转变为简

单权益法。诚然，企业会计人员在将长期股权投资由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时工作量已大大缩减，但是，所

有经过调整的数据，通过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

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分录的编制全部予以抵销，即

结果是抹平了之前的所有调整工作。实际工作中，成

本法抵销结果与权益法抵销结果完全一样。

2. 合并报表确认的递延所得税无实际意义，应

取消确认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我国企业所得税是

法人纳税，集团为非法人，并不存在纳税事实。合并

报表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均不会对母子公司产生任何可抵扣或增加未来应纳

所得税额之影响。应税合并、免税合并的存在实际上

加大了会计与税务工作的差异，因此应尽可能地缩

小二者差异，以促进会计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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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流动资产各项目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商誉

负债各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利润表项目

主要业务利润

管理费用

投资收益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其中：少数股东损益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年初

对所有者分配

提取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年末

个别报表

母公司

4000
1300

2000

0
2600
2000
800
0

1000
900
0

1293.33

40

333.33
1000

0

0
700
20
900

子公司

2000
324

0

0
634
1200
200
40
40
210
0

302.67
36

0

66.67
200
0

80
50
100
210

调整与抵销分录

借

40
157.6
32
776
1

1200
230
40
40

241.6

4
40

157.6

202.2
39.4

80

241.6

贷

4
40

2149.6

10

30
32

149.2
343.4

157.6

1
158.6

50
20

149.2

合并数

6000
1660

0

776
3243
2000
800
32

1000
1017.6
343.4

1596
40

0

399
1157
39.4

0
700
100

1017.6

表 19 合并当期期末免税合并报表工作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