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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众筹模式下的会计处理探讨

【摘要】众筹作为新经济环境下的特定产物，其类型繁多，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也能为

企业推广产品、开拓市场份额提供新的营销平台。但现行会计准则并未对其实务中的会计处理予以规范

指导，使其在现实应用中的账务处理缺乏参考依据。通过分析捐赠式众筹、债权式众筹、股权式众筹、回

报式众筹四种众筹模式的特征、投资回报方式等，依据已有的会计准则规范，对众筹发起者在不同众筹

模式下的会计实务处理进行探讨，以期为其会计处理实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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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筹（Crowd Funding）是指资金募集者通过网

络平台以团购或预购的形式，依靠大众力量募集资

金的创新融资模式。其最早起源于美国，2011年国

内首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成功上线，标志着

我国众筹业的开端。众筹将大众群体或机构投资者

的闲散资金聚集，为有创造力但缺乏资金的募集者

提供资本支持，是互联网时代对社会闲散资本重新

配置的创新融资模式。该模式的出现颠覆了传统融

资模式的思路，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有效缓解了传统

融资模式“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为企业或个人

摆脱融资困境提供新方向的同时，也为企业或个人

开展产品营销提供了新思路。

具体而言，首先，借助于互联网强大的数据搜集

和分析能力，众筹平台投资者可以轻易获取众筹发

起者发布的项目介绍、产品销售状况和产品市场前

景等信息，以有效评估其投资价值、信用等级和还款

能力，简化了传统融资模式中诸多繁杂程序，进而有

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加快了资金筹措速度。其次，开

放的网络环境极大地扩展了融资范围，众多内部控

制不健全的中小企业或个人群体可以借助众筹平台

发布项目信息以吸引大众群体的投资兴趣。只要大

众群体对发布的项目感兴趣，即使其不存在投资价

值或市场前景，大众群体也会以“献爱心”的方式给

予资金支持，点滴汇聚就能形成庞大的启动资本。众

筹彻底摆脱了传统融资模式以市场价值和前景为融

资前提的禁锢，有效解决了融资难的窘境。最后，众

筹平台的兴起不仅可以帮助个人或中小企业顺利完

成筹资目标，其也被视为中小企业或个人推广新产

品、推销旧产品、开拓市场份额的新兴营销平台，尤

其是在产品众筹模式下商家借助“预售+团购”的方

式销售新产品或库存产品，其筹资目标也可被视为

营销目标，筹资平台亦可被视为营销平台。由此可

见，众筹平台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凭借筹

资范围广、筹资费用低、门槛低、筹资与营销相结合

等特征，有效改善了当前融资困境，正式开启了“草

根”金融时代。

2015年 9月 2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构

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汇众资，促发展”以鼓励众筹业发展，倡导通过

互联网平台向社会募集闲散资金以扩宽企业融资渠

道、促进企业健康成长。随后，以众筹网、京东众筹、

淘宝众筹、人人投等为代表的几十家众筹平台相继

上线。但众筹平台的快速发展加之众筹模式的多样

化，不仅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和金融监管，也为众

筹发起者的会计处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是众筹

作为新经济环境下的特定产物，涉及类型繁多，而会

计准则未能及时对不同众筹模式下众筹发起者的会

计处理予以规范指导，使其会计实务处理缺乏参考

依据。基于此，本文结合不同众筹模式的发展现状，

分析其经济实质，并依据已有的会计准则规范对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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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发起者在不同众筹模式下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以期为企业会计实务处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众筹模式概述

按照投资者在众筹参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要

求的投资回报，可将众筹划分为四种基本模式：捐赠

式众筹、债权式众筹、股权式众筹和回报式众筹。在

捐赠式众筹模式下投资者不要求回报，属于公益性

质的赞助行为，而在其他三种众筹模式下投资者都

要求获得必要的回报，但其要求的回报内容和扮演

的角色存在差异。债权式众筹和股权式众筹模式下

投资者要求获得金融类回报，如现金、利息、股权或

证券等；回报式众筹模式下投资者获取的不是金融

类回报，而是产品或服务等回报（详见图1）。

（一）捐赠式众筹

捐赠式众筹（Donate-based Crowd Funding）主
要是指公益性组织或个人为开展公益项目而通过众

筹平台向大众群体筹集“善款”，以达成筹资目标的

融资模式。与其他众筹模式相比，该众筹模式最大的

特点是无偿性，众筹发起者以正义慈善或完成共同

愿望为基础，唤起大众关注公益项目的热情，激发大

众的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参与到公益资金捐赠行

列中。而捐赠者的动机是纯社会性的，希望慈善项目

发挥特定的社会效用而不要求投资回报。例如，“山

城宝贝的保护伞”“残疾儿童助养”“壹基金温暖包”

等公益项目都是采用捐赠式众筹模式为社会特殊群

体募集爱心基金。

（二）债权式众筹

债权式众筹（Lending-based Crowd Funding）主
要是指通过在互联网金融平台，即 P2P（peer-to-
peer）借贷平台发布筹资信息以吸引大众群体闲散

资金并汇聚成资金池，放贷给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或

个人，众筹发起者按照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付息方式

及投资期限，按时偿本付息。按融资目的的不同，可

将债权式众筹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直接融资为目

的的债权式众筹，即众筹发起者就是债务人，承担偿

债责任并到期还本付息；另一类是以债权转让为目

的的债权式众筹，即众筹发起者将自身所持债权受

让给其他投资人，通过将所持债权拆分成标准份额

后借助P2P平台转让给众多散户投资者，由投资者

享受该项债权后期的利息收益并收回本金，众筹发

起者通过转让债权以增强自身现金流量充足性，降

低资金流动性风险。但是对于转让债权的本金众筹

发起者负有连带责任，即如果债权到期债务人无法

按期偿还本金，众筹发起者应承担投资者的损失。

由债权式众筹具有发起者承诺的投资回报率远

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投资赎回交易便捷、投资门

槛低、形式灵活等优势，债权式众筹平台的发展规模

也从2011年的214家发展到2016年的2202家，涌现

出一批以人人贷、宜人为优秀代表的债权式众筹平

台。债权式众筹平台的野蛮生长不仅给金融监管带

来了挑战，也为实务中的会计处理增加了难度。

（三）股权式众筹

股权式众筹（Equity-based Crowd Funding）是
指众筹发起者将融资项目信息、发展规划、股权认

购、分红方案和融资金额等信息发布于众筹平台上，

由通过实名认证的投资者进行股份认购完成融资目

标，具有投资范围广、风险高、收益大、融资成本低等

鲜明特征。该模式下投资者可以获得众筹项目的股

权，有权依据投资金额在未来期间获得股利分红，是

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和初创型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

按照投资者要求回报及权利的不同，股权式众

筹可划分为凭证式、会籍式和天使式三种具体类型。

其中凭证式股权众筹类似于“优先股”，是投资者作

为众筹项目股东的身份凭证，具有某些约定事项的

优先权，也可以参与项目后期的现金分红，但不具备

众筹项目的经营管理权；会籍式股权众筹是指投资

者为了获得更多人脉和资源而进行股权投资，成为

股东后可以向周围优秀的创业者或投资人学习；天

使式股权众筹多见于高科技创意项目，天使投资人

因看好众筹项目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而进行股权

投资。

相比于发新股或配股进行股权融资，股权式众

筹以投资门槛低、吸引力强、不以项目商业价值高低

为唯一标准等优势，为诸多新兴创业公司和高科技

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融资渠道，也成为国家解决传统

融资难题、完善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型融资

模式。2015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

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在遵守法律法规

图 1 众筹基本模式分类

分类基准：
投资者回报

无要求

有要求

纯公益

金融类：利息、
股权、证券等

非金融类：产
品、服务等

捐赠式众筹

债权式众筹

股权式众筹

回报式众筹



的前提下鼓励发展股权众筹融资，以扩宽初创企业

融资渠道。该指导意见也成为促进国内股权式众筹

平台健康发展的政策保障。截至2016年年末，以天使

汇、天使客为代表的337家平台提供股权众筹业务，

融资规模超过220亿元。

（四）回报式众筹

回报式众筹（Reward-based Crowd Funding）是
指众筹发起者承诺给投资者一定的投资回报以吸引

其投资众筹项目顺利完成融资目标。该模式下承诺

的回报主要是指商品或服务等非货币性商品，如果

承诺支付货币性回报则属于债权式众筹或股权式众

筹。该模式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众筹发起者

提出众筹项目申请，众筹平台对发起者的项目内容、

申请资格及回报方式等信息进行审核。其次，众筹平

台审核通过后，众筹项目上线，众筹融资活动开始。

但该活动具有时效性，即：若在规定众筹期限内无法

达到预定的融资金额，则众筹失败，项目将自动取

消，所筹金额也会原路返还给投资者；如果众筹期限

届满时筹集的资金达到或超过预期融资金额，众筹

平台在按约定扣除相关服务费后，先将 50%的融资

资金拨付给众筹发起者。最后，等到众筹发起者按照

约定的承诺给予投资者回报后，平台再将剩余 50%
的融资金额返还给众筹发起者。

例如乐视推出的乐视TV众筹项目，只要投资

者预先支付6999元以支持该项目完成融资目标后，

就可以获得市场价值在 1.5万元左右的乐视超级电

视X60，凭借创意性的回报式众筹融资模式，乐视在

1个小时内就完成了 7000万元的融资目标，成为当

年回报式众筹应用的典范。借助回报式众筹模式，乐

视不仅顺利完成了融资目标，还实现了产品营销、市

场份额扩展，为自身赢得市场与口碑的同时树立了

良好的企业形象，实乃“一箭双雕”。

根据以上分析，总结出四种众筹模式的特征、投

资回报、投资风险等，具体如表所示。

三、不同众筹模式下会计处理分析

（一）捐赠式众筹会计处理

从捐赠式众筹所获资金及经济实质来看，其与

企业接受第三方捐赠所获的捐赠利得没有本质差

别，因此该类众筹模式下所募集的资金应参照会计

准则有关“营业外收入”的会计核算进行处理。即：众

筹发起者将所筹资金总额视为捐赠利得，确认为营

业外收入，而众筹平台并非金融机构，其收取的服务

费更像是佣金且承担的功能也类似于资金管理，因

此应将支付给众筹平台的服务费确认为管理费用，

应借记“银行存款”“管理费用”科目，贷记“营业外收

入——捐赠利得”科目；如果捐赠者不仅给予资金支

持，还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众筹发起者应参照所获非

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无法获取

公允价值就参照类似非货币性资产的活跃市场价格

或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入账价值，借记“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及存货类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捐

赠利得”科目。

（二）债权式众筹会计处理

债权式众筹就是对投资方将闲散资金贷给众筹

发起者，众筹发起者按照约定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

期限向投资者还本付息。众筹发起者筹资目的不同，

其会计处理也存在一定差异（详见图2）。

众筹发起者通过债权式众筹平台进行融资，融

资金额应当确认为负债，但是不能通过“短期借款”

或“长期借款”科目来反映。因为会计准则规定，只有

向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借入的各种款项才能在“短

期借款”或“长期借款”科目中反映，而债权式众筹平

台是互联网经济下的特定产物，不能将其认定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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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完成：
借：银行存款

管理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计提并支付利息：
借：财务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借：其他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按期还本：
借：其他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众筹完成：
借：银行存款

管理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债务人无力还债：
借：其他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借：应收账款

贷：其他应付款

债务人按期还款：
借：其他应付款

贷：应收账款
财务费用

直
接
融
资

债
权
转
让

图 2 债权式众筹会计处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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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众筹模式之间的比较

众筹模式

主要
投资者

众筹特征

投资回报

投资风险

代表平台

捐赠式众筹

大众

无偿性

无回报

小

轻松筹、
腾讯公益

债权式众筹

大众、机
构投资者

回报高、
门槛低等

投资利息

小

人人贷、
宜人贷

股权式众筹

机构
投资者

风险大、
回报高等

现金股利

大

天使汇、
天使客

回报式众筹

大众

营销效果好、
成功率高等

产品或服务

小

京东众筹、
淘宝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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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因此通过该平台借入的资金应通过“其他应

付款”科目反映。如果众筹发起者是筹资债务人，其

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时，应将筹资总额确认为负债，

将支付给债权式众筹平台的服务费确认为管理费

用，即应借记“银行存款”“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其

他应付款——众筹平台（初始成本）”科目。若约定按

月支付利息，到期一次还本，则众筹发起者应按月计

提财务费用并支付投资者利息，计提财务费用时，借

记“财务费用”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

（利息）”科目；实际支付利息时，借记“其他应付款

——众筹平台（利息）”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投资期限届满时众筹发起者应按时偿还本金，借记

“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初始成本）”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若约定的付息方式为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众筹发起者也应按月计提财务费用，借记

“财务费用”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

（利息）”科目；投资期限届满时，众筹发起者一次还

本付息，借记“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初始成

本）”“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利息）”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

如果众筹发起者的融资目的是将自身所持债权

受让给其他投资人，以降低自身流动性风险。其相当

于将应收账款通过债权式众筹平台抵押出去进行融

资且附带追索权，此时众筹发起者不能将筹资金额

与应收债权相互抵销，而是确认为一项新的负债，仍

通过“其他应付款”科目反映。当众筹发起者收到融

资金额时，其会计处理与自身作为债务人进行融资

时的会计处理一样。如果众筹发起者转让的债权到

期，债务人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众筹发起者应将从平

台筹集的资金与债权到期时的本息总和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财务费用，借记“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

（初始成本）”科目，贷记“应收账款（本息总和）”“财

务费用”科目。如果众筹发起者转让的债权到期，债

务人无力还本付息，此时众筹发起者应承担连带责

任并赔偿投资者损失，借记“其他应付款——众筹平

台（初始成本）”“其他应付款——众筹平台（利息）”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时增加对转让债权的

应收金额，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

——众筹平台（初始成本）”“其他应付款——众筹平

台（利息）”科目。

（三）股权式众筹会计处理

采用股权式众筹进行融资，众筹发起者从投资

者处获得原始资本，而投资者也成为众筹项目的股

东。其经济实质与现行会计准则中实收资本的会计

处理一致，即实收资本代表企业资金来源，反映所有

者对众筹项目的初始要求权。因此，当众筹发起者收

到投资者投入的原始资本时，应确认为实收资本，将

支付给众筹平台的服务费计入管理费用，即借记“银

行存款”“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实收资本”科目，如

果投资者出资额超过约定资本所占份额，其差额贷

记“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科目。如果投资者还投

入了非货币性资产，众筹发起者应参照所获非货币

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无公允价值可

参照类似非货币性资产的活跃市场价格或采用估值

技术确定其入账价值，借记“无形资产”“固定资产”

及存货类科目，贷记“实收资本”“资本公积——资本

溢价”科目。众筹项目盈利后发起者决定实施现金分

红，应借记“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科目，贷记

“应付股利”科目，实际支付现金股利时应借记“应付

股利”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回报式众筹会计处理

回报式众筹是四种众筹模式中应用最广泛、最

受投资者喜爱的众筹模式。该模式下众筹发起者虽

是以融资为目的，但该过程还涉及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问题，是融资过程中的附加销售，因而该模式下的

会计处理也最为复杂。由回报式众筹模式的具体流

程可以看出，其属于投资者先行预付货款，等达到预

期融资目标即众筹成功后，众筹平台先支付一半的

融资金额，待众筹发起者兑现回报承诺后，平台再支

付另外一半融资金额；如果众筹失败则资金原路退

还给投资者，平台仅向众筹发起者收取服务费，所以

一旦众筹失败就不存在后续业务，众筹发起者也只

需针对服务费进行会计处理，借记“管理费用”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而当众筹成功后，众筹发起者

就要按照回报式众筹流程和不同档次的筹资条件分

别进行会计处理。考虑到回报式众筹会计处理的复

杂性，本文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说明。

例：2017年 1月 1日，甲公司想要研发新产品但

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因此甲公司借助淘宝众筹平

台发布了众筹信息并签订了服务协议，协议约定众

筹期限为 30天，筹资最低金额为 10万元，平台按照

筹资总额的1%收取服务费，同时约定筹资结束后将

所筹金额的 50%打到甲公司银行账户，剩余 50%等

到甲公司履行承诺回报后再支付。甲公司共设定了

两档支持条件：①支持10元，名额2000个，到期抽取

100名支持者，每人赠送A产品一台（市场价值 300
元，成本 150元）；②支持 100元，名额 1000个，支持

者每人可获得B产品一台（市场价值100元，成本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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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于甲公司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客户基础和

市场口碑，2017年 2月 1日甲公司成功募集了 12万
元（2000×10+100×1000），众筹成功。

1. 2017年2月1日，甲公司虽然达成融资目标，

但第一档投资者支持的 2万元具有投机性质，其实

质是通过 10元投资赢得 300元的A产品，并非为了

购买行为而预付货款，因此众筹发起者不能将其视

为预收账款进行核算，而应通过“其他应付款——

债权式众筹平台”科目加以反映。第二档的 10万元

属于典型的投资者预付货款，众筹发起者收款后再

发货，可以通过“预收账款”科目核算，按照协议约

定，淘宝众筹平台应收 12000元的服务费，剩下的

108000元分两次支付给发起者，众筹期满时先支付

50%筹资额，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54000
其他应收款——淘宝众筹 54000
管理费用 12000
贷：预收账款 100000

其他应付款——淘宝众筹 20000
2. 当甲公司履行第一档回报承诺时，即从第一

档投资者中抽取100名赠送A产品，按照税法规定，

赠送的A产品应视同销售，核算其收入、成本的同时

计算缴纳增值税。此时甲公司应确认的主营业务收

入为 25641元（300×100/1.17），结转的主营业务成

本为1.5万元（150×100），应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为4359元（300×100/1.17×17%），但第一档投资者的

众筹金额2万元与赠送A产品视同销售确认的主营

业务收入之间的差额的性质该如何认定？由于回报

式众筹具有融资与营销的双重属性，因此该项差额

既可以认定为因融资产生的财务费用，也可认定为

因营销产生的销售费用。但结合甲公司众筹的本质

来看，通过向投资者赠送公司库存产品进行融资，

其实质是将产品“预售”给投资者，而投资者支持的

“投资额”本质上是购买商品的预付款，因此甲公司

本次回报式众筹中营销动机大于融资成分，将众筹

金额与视同销售确认的主营收入之间的差额确认

为销售费用更为合理。其具体会计处理为：

借：其他应付款——淘宝众筹 20000
销售费用 1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A 2564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359
借：主营业务成本——A 15000

贷：库存商品 15000
3. 当甲公司履行第二档回报承诺，向每位投资

者赠送一台 B产品时，应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85470元（100×1000/1.17），结转的主营业务成本为

80000 元，应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14530 元

（100×1000/1.17×17%），会计处理如下：

借：预收账款 1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B 8547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4530
借：主营业务成本——B 80000

贷：库存商品 80000
4. 当甲公司履行完对第一档和第二档投资者

的承诺回报时，淘宝众筹平台按照协议约定将剩余

50%的众筹资金转入甲公司银行账户，应进行的会

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54000
贷：其他应收款——淘宝众筹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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