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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企业财务分析指标存在的缺陷及完善

【摘要】全面“营改增”导致部分财务分析指标存在缺陷，如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计算公式的分子、

分母口径不一致，流动比率指标的计算公式设计不科学。建议统一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计算公式中分

子、分母的金额口径，在报表中增加有关项目的列示，将“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账户中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重分类为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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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年 5月 1日开始，全面“营改增”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由于营业税与增值税存在价内税与价

外税的区别，导致现行企业部分财务分析指标在全

面“营改增”后出现指标设计不科学、不严谨、计算错

误等问题。

一、全面“营改增”后财务分析指标存在的缺陷

1. 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的缺陷。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①
公式①在实行营业税制下计算是正确的，因为

营业税税制下的营业收入是包含应上缴的营业税

的。例如某酒店一笔赊账餐饮收入为10000元，营业

税税率为 5%，则应交的营业税为 500元，那么餐饮

收入10000元中就包含了500元的营业税，这时的应

收账款也是10000元。而在实行全面“营改增”后，营

业收入中不包括增值税，因此这个公式分子、分母的

口径不一致，计算出的比率是错误的。该指标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全面“营改增”后，企业的营业收入是不含增

值税的，但是企业在赊销收取销售款项时，要向买方

收取增值税，也就是说，无论是应收账款还是运用商

业票据结算的应收票据，均包含应收取的增值税销

项税额。例如：在营业收入为 10000元、增值税税率

为 17%的情况下，企业在赊销方式下应收账款为

11700元，当企业收到 11700元时，就实现了一次债

权周转，运用公式（1）计算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0.85
（10000/11700）；而当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 11%时，

企业收到的价税合计就是 11100元，这时计算出的

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0.9；当企业适用 3%的增值税征

收率时，企业收到的价税合计就是10300元，此时计

算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0.97，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因此，同样的营业收入会因企业适用增值税税率的

不同，导致收回的款项金额出现较大差异，据此计算

出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也不一样。

（2）与营业收入对应的赊销账户不仅仅只有应

收账款（以合同约定为基础形成的赊销债权），同时

还会存在以商业汇票为结算方式形成的赊销债权，

因此应收票据加应收账款才是企业对外赊销引起的

债权总规模。若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不考虑应收

票据，仅仅依据应收账款余额计算的应收账款周转

率显然是偏高的，应该以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共同

助推企业的营业收入。

（3）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时，平均应收账

款往往直接取自企业报表披露的“应收账款”项目金

额，根据财务报表编制的要求，资产负债表披露的

“应收账款”项目金额是应收账款原值减去坏账准备

之后的净额，在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中对企

业所有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仅仅做了概括性披露，

并没有披露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减值

准备等具体资产项目金额，很多企业的坏账准备规

模在报表附注中也没有详细披露。这给比率分析带

来了极大的障碍，因为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计算依

据的是计提坏账准备前的应收账款原值，而不是净

值。在实务中如果提取的坏账准备越多，应收账款净

值越小，计算出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会越大，这导致计



□·40·财会月刊2017.31

算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不能真正反映应收账款周转速

度。由于各企业间提取坏账准备的估计差异较大，所

以报表披露的应收账款项目净额与应收账款原值也

会相距甚远。

（4）公式①的分子营业收入中包含现销与赊销

两部分收入。现销是在销售商品的同时收取货款，钱

货两清；而赊销是销售商品在前，收取货款在后，销

货与收款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由于赊销收入是企业

内部管理信息资料，利润表中仅列示了“营业收入”

项目，没有单独列示营业收入中的赊销收入，其数据

不易取得，因此，实务中计算该指标时大都会用营业

收入来代替赊销收入，若营业收入中有大量的现销

收入，计算出来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偏大。

2. 流动比率指标的缺陷。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②
流动比率指标反映了企业在短期内偿还到期债

务的能力，揭示了企业现时的财务风险大小，一般认

为该比率为2比较合适。全面“营改增”后，该指标存

在以下问题：

（1）全面“营改增”后，企业购进的不动产的进项

税额可以抵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不动产进项税额

分期抵扣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5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2016年5月1日后取得

并在会计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以及2016年
5月1日后发生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按

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分两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

年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40%，其进项

税按比例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与“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账户借方。

因此，当企业取得不动产以及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

较大时，若本期销项税额不足抵扣进项税额，则期末

报表“应交税费”项目金额往往以负数列示，这样对

流动负债中的其他项目金额起抵减作用，相互抵减

后的流动负债合计数会偏小，与企业实际负债规模

不一致，因此以此流动负债总额计算的流动比率偏

高，影响指标的科学合理性。

例：某大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A公司”）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其在未发生购进新办公楼前的流

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项目金额如表1所示。

2016年 11月，A公司购进一幢新办公楼，购置

价款为2500万元，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275万元，用银行存款支付 1500
万元，余款暂欠，新办公楼已交付使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5号文件的

规定，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借：固定资

产——办公楼 25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165，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110；
贷：银行存款1500，应付账款——××公司1250。

A公司在发生新办公楼购进业务后的流动资产

与流动负债项目金额列报如表2所示。

根据表 1计算的 A公司期末流动比率为 1.77
（147331967.12÷83069147.23）；A公司购进业务后，

根据表 2 计算的 A 公司期末流动比率为 1.43
（132331967.12÷92819147.23），很显然根据表 2计算

的流动比率指标低于表1，主要原因是：资产方的银

行存款减少了 1500万元，导致表 2中流动资产总额

下降了 1500万元；应付账款增加了 1250万元，导致

流动资产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合 计

流动负债项目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合 计

期初数

1109916.51
41879883.74
1235744.38

14832963.52
56406046.24

115464554.39
期初数

69000000.00

1359435.65
2005650.00
472492.89
601730.27

73439308.81

期末数

18844421.07
47539665.95
1568266.52

14795414.94
64534198.64

147331967.12
期末数

65000000.00
15000000.00
1108677.52
1080650.00
298536.67
581283.04

83069147.23

表 1 A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项目

注：“应交税费”项目期末数中包括应交增值税
85994.98元、应交企业所得税212541.69元。

单位：元

流动资产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合 计

期末数

3844421.07
47539665.95
1568266.52

14795414.94
64534198.64

132331967.12

流动负债项目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合 计

期末数

65000000.00
15000000.00
13608677.52
1080650.00

-2451463.33
581283.04

92819147.23

表 2 发生新办公楼购进业务后
A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项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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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的流动负债总额增加1250万元，同时由于“应交

税费”项目借方增加 275万元，根据报表中“应交税

费”项目编制要求，期末“应交税费”账户借方金额大

于贷方金额，借方余额以负数列示，因此表 2中“应

交税费”项目金额为-2451463.33元（其中期末未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564005.02元、待抵扣进项税

额-1100000元、应交企业所得税 212541.69元）。这

样列报后该项目对流动负债总额起了抵减作用，缩

小了A公司流动负债的规模，而且掩盖了A公司期

末实际应交企业所得税的事实。

（2）流动负债中包含企业的预收账款，预收账款

虽然是流动负债，但对企业而言，其实质是一种递延

收益，它的偿还不需要用货币资金，只需要用产品或

劳务偿还。因此，预收账款数额越大，会导致企业流

动比率及速动比率越低，表明企业偿债能力弱，但实

际上刚好相反，预收账款多说明企业产品有较强的

竞争力，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当前的房地产企业，可

见，将预收账款包含在企业流动负债中计算出的流

动比率并不合理。

二、财务分析指标的完善

1. 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的完善。为了消除因缴

纳增值税、计提坏账准备及赊销收入对指标的影响，

使公式①中分子与分母的金额口径一致，应当对分

子与分母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必要修正，修正后的应

收账款周转率公式为：

应收账款周转率=赊销的营业收入×（1+增值税

率）/平均应收账款原值+平均应收票据原值 ③
为方便计算指标取数，在报表中增加有关项目

的列示：①在利润表“营业收入”项目下增加“赊销收

入金额”栏目，反映企业实际赊销收入的规模，这样

一方面方便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时的取数，另

一方面也能反映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和销售收入的质

量。②在资产负债表中以“应收账款”项目反映应收

账款原值，增加“坏账准备”项目反映计提的坏账准

备金额。

统一分子分母的金额口径，在计算该指标时，分

子不能直接使用报表项目中“赊销收入”金额，因为

增值税税制下会计确认的收入是不含增值税的，而

分母中的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金额包含赊销收入和

应收取的增值税。因此，分子应当为［赊销收入×（1+
增值税率）］，把由于赊销收入而应收取的增值税包

含进来；分母应该用（平均应收账款原值+平均应收

票据原值），因为赊销收入不仅仅是应收账款，还应

包括应收票据，同时必须用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的

账面原值，这样可以有效消除因计提坏账准备对指

标产生的影响。

2. 流动比率指标的完善。为消除企业购进的不

动产的进项税额导致的流动负债总额变小，影响流

动比率指标计算的科学性，期末在编制资产负债表

时可以将“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账户借方

金额以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中尚未抵扣的

进项税额进行重分类，全部作为流动资产，填列到流

动资产栏目下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中。这样分类

填报后，报表上“应交税费”项目反映期末企业实际

应交的各项税费，汇总的流动负债总额比较科学、客

观，在此基础上计算的流动比率指标更符合实际。

仍以前例，将由于购建新办公楼业务记入“应交

税费”账户借方的金额 275 万元，与“应交增值税

—— 销 项 税 额”85994.98 元 相 抵 后 借 方 余 额

2664005.02元进行重分类，列示到“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中，重分类后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项目如表

3所示。

根据表3计算的流动比率为1.41，比根据表2计
算的流动比率 1.43 降低了 0.02；流动负债规模为

95483125.25元，比表2中增加了约266万元，为实际

的负债规模。“应交税费”项目期末数为 212541.69
元，客观反映了A公司期末应交的企业所得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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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合 计

期末数

3844421.07
47539665.95
1568266.52

14795414.94
64534198.64
2664005.02

134995972.24

流动负债项目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合 计

期末数

65000000.00
15000000.00
13608677.52
1080650.00
212541.69
581283.04

95483125.25

表 3 重分类后A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项目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