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正确解读易被忽略或误读的会计报表项目

【摘要】包含“其他”字眼或反映新的经济业务的会计报表项目容易被忽略或误读，这些项目通常是

“其他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负债”“长期应收款”“长期应付款”“无形资产”“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和“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通过对全聚德、格力电器、碧水源和掌趣科技4家分别在主

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的案例分析发现，对上述特定项目不仅不应该忽略，还应该学会正确解

读，以避免决策者误读。在此基础上，报表分析者应及时更新会计知识，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和信息监管部

门也应加快修订并发布针对新兴业务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与各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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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在解读会计报表时，容易忽

略两类项目：一类是金额小的项目，另一类是不大常

见的项目。忽略第一类项目一般没有错，因为这符合

会计的重要性原则，虽然也有例外的情形；但是忽略

第二类项目，就有可能遗漏重要信息。因为有些企业

的非常见项目往往金额大、占比高，背后甚至隐藏着

某些特殊的业务安排，涉及对一些特殊事项的会计

处理原则和方法的选择。如不能正确地解读这些信

息，有可能出现误判，所下结论就会是错误的，甚至

会误导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决策，其危害不可轻视。下

面笔者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来逐一说明这些项目应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分析。

二、案例分析

1. 全聚德的特定项目解读。结构性存款也可称

为收益增值产品。根据百度百科词条定义，指的是运

用利率、汇率产品与传统的存款业务相结合的一种

创新存款。该产品主要适合于对收益要求较高，对外

汇汇率及利率走势有一定认识且有能力承担一定风

险的客户。它的特点是存款期限较长，短则一年（由

银行决定），长则 3 ~ 5年。根据该定义，短期结构性

存款应归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为合适，而长期

结构性存款则归入“持有至到期投资”较为合适。银

行理财产品属于期限短、风险小、年化收益率高于同

期银行存款利率的金融创新产品。它和结构性存款

一起经常成为上市公司将自有和募集的闲置资金进

行投资的首选。但这项短期金融投资，到底应归入什

么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并作为什么项目在报表上列示

才合适呢？李郁明（2015）认为银行理财产品由于没

有活跃的市场报价，期限又经常短于一年长于 3个
月，故将其归入现金等价物、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皆不合适，应归入

“其他流动资产”科目进行核算和列报反映。

众所周知，全聚德是一家餐饮行业的知名上市

公司。由于强大的品牌效应，该公司拥有充足的货币

资金。据其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全聚德管理层

2014 ~ 2016年将其闲置的货币资金主要投资在短期

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上。将附注披露的信息整理

成表1，由此可以看出：全聚德将结构性存款和理财

产品的投资支出列入“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中，将其赎回列入“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中，且全聚德的投资现金流基本上由这两项

收支构成。从表 1还可以看出：2014年度，全聚德购

买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可以忽略

不计；2015年度，全聚德购买结构性存款产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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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1288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产生投资收益 206万
元；2016年度，全聚德购买结构性存款产生投资收

益 992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产生投资收益 482万元。

而从报表附注披露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构成中未

看到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投资。也就是说，全聚

德的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投资未列入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范畴。

查看全聚德 2014 ~ 2016年合并报表投资收益

的附注披露，整理成表2。从中可以看出全聚德将短

期结构性存款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将购买的短

期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为“其他流动资产”。

这与李郁明（2015）的处理一致。来自二者的投资收

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例在 2015年高达 44.36%，

2016年虽有所下降，也达到了39.09%。

将有关全聚德金融资产投资所涉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项目整理成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全聚德结

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

虽然在 2014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 2015年和 2016
年均接近8%，已不可忽略。然而从资产负债表上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2014 ~ 2016年金额均为零。“其他流动资产”2016
年最高也只有1349万元，一般不会引起报表阅读者

的关注。这是因为全聚德的上述两项金融资产投资

均为短期投资，不超过一年即被处置，转化成货币资

金。而资产负债表乃是反映时点数据的报表，不是反

映某一期间数据的报表，即只反映每年年终的结果，

不反映变化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些项目期末时点上

金额虽小，亦不能随意忽略。

综上，全聚德的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投资在

资产负债表上应被列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在现

金流量表上未被列入现金等价物，而是列示在反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流出的“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

目中，未在“投资支付的现金”和“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项目中反映。对于成熟期的餐饮企业，读者

习惯于关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而这家企业的经营

现金流量不仅充裕且资金周转顺畅。在此情况下，读

者很少会关注带“其他”字眼的现金流量表项目。除

非该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中带“其他”字眼的项目

金额异常高，否则很难引起报表阅读者的进一步关

注。除非读者异常认真、细心，将“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这两个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附注展开来读，否则很

难通过报表项目之间的联动关系发现全聚德这两项

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对其营业利润的贡献大小。同

时还有可能误解为全聚德随时都有大额货币资金可

供调用，因为全聚德期末货币资金金额较大。其实全

项 目

赎回结构性存款

赎回理财产品

收到结构性存款收益

收到理财产品收益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结构性存款

购买理财产品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16年

59000
21990

992
482

82530

84477
59000
22090

81090

87500

2015年

53000
35930
1288
206

90893

92583
53000
35930

88930

95237

2014年

55190
36555

0
5

91750

93974
55190
36555

91745

97170

项 目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

2016年

89400

0

1349
3771
19430

7.59

2015年

78031

0

496
3368
18866

7.92

2014年

64856

0

510
2904
17426

0

项 目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其他

合计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投
资收益占比（%）

2016年

2297

992

482
3771

39.09

2015年

1871

1288

206
3368

44.36

2014年

1671

669

118
2904

0

表 1 全聚德结构性存款和理财产品投资
在现金流量表上的列示 单位：万元

表 2 全聚德2014~2016年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的构成
单位：万元

表 3 全聚德2014~2016年部分合并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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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德的结构性存款不是可随时支用的银行存款，其

货币资金的充裕只是针对期末时点上的数据而言。

2. 格力电器的特定项目解读。格力电器的报表

曾被众多高校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资料重点分析过。

每次从其利润表分析费用控制水平时，都会注意到

格力电器的销售费用过高这一现象。从表 4可以看

到格力电器 2014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

达21%，对于一家空调制造企业而言，这是一个极高

的水平，之后有所下降。可见格力电器在竭力控制其

销售费用，避免销售费用过高侵蚀利润导致盈利能

力降低。这一趋势也可从图1中清晰地看出。

图1显示格力电器2014 ~ 2016年间营业收入呈

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其销售费用也呈现出基本相同

的变化规律，由此保证了营业利润基本平稳，在

2015年宏观形势很严峻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大幅

度的下滑。但报表分析者对于格力电器销售费用为

什么这样高、如何构成、为什么能够在 2015年有效

地控制销售费用等问题会感到疑惑。简而言之，销售

费用可以理解为产品或劳务销售过程中所发生的一

切费用，包括销售人员的薪酬、广告费、销售返利、展

览费、仓储运输等。对于立足打造品牌和实行差异化

战略的企业来说，销售费用中的广告费最受关注。一

般都认为广告费是为树立产品形象应该付出的开

销，就算占比高点也不要紧。遗憾的是，格力电器财

务报表附注中没有披露其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但

在其“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披露了各

年度“销售费用支付的现金”，见表4。
表5是笔者根据网上的新闻报道整理出来的有

关格力空调的广告史。从中可以看到格力电器确实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很重视广告的作用，且不遗余

力地为其空调产品做广告。其中以邀请成龙作为形

象代言人所做的“好空调，格力造”的广告语最为深

入人心，所达到的广告效果也最佳。但据董明珠透

露，请明星为其空调产品代言价格不菲，每年的代言

费动辄上千万元。同时从表 5也可看出，自 2016年
起，格力空调不再请明星代言，2015年则是由王健

林、董明珠一起免费参演广告，广告语是“格力中央

空调不用电，用太阳能”，再后来直接由董明珠代言，

没有任何花费。可见格力电器 2014 ~ 2016年间的销

售费用中广告费并不是主要构成部分，应该有其他

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仔细阅读格力电器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

现带“其他”字眼的“其他流动负债”项目金额巨大。

格力电器财报附注中对“其他流动负债”的构成作了

详细的披露，其中主要是空调销售返利，且列出了各

年度销售返利的金额，如表 4所示。据李卫斌、李静

（2017）推测，格力电器在 2014年及以前，给予经销

商的返利点较高，此时预提销售费用，同步增加“其

他流动负债”。2015年经销商达不到返利要求就会

项 目

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占比（%）

营业利润

其他流动负债

销售返利

销售费用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16年

1083

165

15.24

175

598

582

54

84

2015年

978

155

15.85

135

550

531

48

104

2014年

1378

289

20.97

161

486

467

55

93

表 4 格力电器2014~2016年部分会计报表项目
单位：万元

2014 2015 2016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营业利润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销售费用
（亿元）

图 1 格力电器2014~2016年销售费用、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时期

1992年

1993 ~
2005年

2006 ~
2010年

2011 ~
2014年

2015年

广告语

格力制造良机

好空调，格力造

格力掌握核心科
技

让天空更蓝，大
地更绿

格力中央空调不
用电，用太阳能

代言人

无

成龙
（1000万
元/年）

无

无

王健林、
董明珠
（免费）

诉求点

一语双关，品质和
机遇

质量、品质的追求

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

节能、环保

转型新能源

表 5 格力空调的广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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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回部分销售费用和“其他流动负债”，导致销售费

用的大幅下降和被雪藏的利润的释放，从而保证在

最艰难的年份，格力电器的盈利能力亦不算难看。如

果这一推测成立，就能很好地解释格力电器为什么

能够在2015年卓有成效地控制其销售费用了。

综上，从格力电器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要想对

格力电器销售费用的变化进行正确的解读，离不开

对“其他流动负债”项目的深入解读。如果对于销售

返利这样的经济业务如何进行合理的会计处理没有

李卫斌、李静（2017）的大胆推测和深入研究，也就不

能正确地解读“其他流动负债”项目了。而这恰巧是

正确理解格力电器为什么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盈利

水平的关键，因为这样的项目平时都是金额很小且

不重要的，经常被忽略。

3. 碧水源的特定项目解读。碧水源是一家从事

水净化过滤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承接相应建设

项目的创业板环保类上市公司。以其典型的BOT项

目为例，整个过程包括投融资、建设和运营三部分。

碧水源BOT业务各部分的会计处理可整理如表 6
所示。

从表 6可以看出，构成碧水源营业收入的就是

建设和运营部分所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

收入之和，构成碧水源营业成本的就是建设和运营

部分所确认的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之和。

至于项目的投融资环节，最终所赚取的是投资收益，

由两部分构成：注资环节按利率计算的投资收益和

回购环节按投资回报率计算的投资收益。鉴于建设

部分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和成本，所以碧水源

的毛利率有所起伏变化应是正常的（王冬梅、王旭，

2016），每个项目毛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建设过程中成

本控制的力度。碧水源利润的主要来源在于建设和

运营环节，尤其是建设环节。

碧水源由于业务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商品产

销企业，在其会计报表上形成了几个特定项目，其含

义和构成值得特别关注，现将其2016年的金额列示

如表7所示，其他各年大致相同，不再一一列示。

从表 7可以看出：碧水源的长期应收款实际上

主要是BT项目投资款，无形资产主要是特许经营

权。这一点与一般企业的无形资产主要由土地使用

权、专利、专有技术和软件等不大相同。碧水源无形

资产这个项目尤其容易引起误读。目前对轻资产公

司的划分在财务上有一个认定标准，即“（存货+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总资产”低于 30%，

但是不同行业设定的标准值应有所差异（任新鹏，

2016）。碧水源的这个指标特别低，2015年为4.22%，

2016年为2.9%，且碧水源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

例在2016年高达31.43%。如果据此认定碧水源属于

创业板上排名前几位的轻资产公司那就大错特错

了。要知道轻资产公司的界定标准不能简单地套用

到所有行业的所有企业。碧水源是典型的重资产公

司而非轻资产公司，因为其无形资产中的“特许经营

权”来源于长期建设项目。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特许经营权，如公司提供建造服务，则按照

收取或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计入无形资产；如公司

不提供建造服务，则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

款计入无形资产。”各类路桥建设类公司都有大量竣

工的道路和桥梁转入无形资产而非固定资产，但它

们都属于重资产公司，这是由BT、BOT等业务的会

计核算规定导致的，碧水源的投资收益有相当部分

来自BT项目利息。碧水源的“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和“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主要为BT、BOT项目投资款和回购款。其“购建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主要

环节

投
融
资

建设

运营

注资

确认利息收入

收到回购款

确认投资回报

借方科目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银行存款

长期应收款

主营业务成本
（按完工进度）

其他业务支出
（运营管理支出）

贷方科目

银行存款

投资收益
（按利率）

长期应收款

投资收益
（按回报率）

主营业务收入
（按完工进度）

其他业务收入
（运营管理收入）

表 6 碧水源BOT业务的会计处理

特定项目

长期应收款

无形资产

投资收益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总额

250867
993341
26384

55335

46019

371873

主要构成

明细项目

BT项目投资款

特许经营权

BT项目利息

BT、BOT项目投
资款

BT、BOT项目回
购款

无形资产——特
许经营权

金额

242136
980312
12427

35400

30772

359291

表 7 碧水源2016年几个特定项目的构成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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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购置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的支出。

有了对上述几个项目的正确解读后，对碧水源

的BT、BOT项目的资金收付情况就可以了解得很

清楚。碧水源公司层面有两类投资：一类是对联营和

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另一类为BT、BOT项目

投资，体现在“长期应收款”“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三

个项目上，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2013年碧水源“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66904万元为BT、BOT项目

回购款；“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177570万元是BT、BOT项目投资拨款。从图 2还可

以看到，2011 ~ 2013年，BT、BOT项目注资与长期应

收款同步变化，但BT、BOT项目回购款的回流要比

注资滞后一期，而无形资产主要是特许经营权的购

置支出又比BT、BOT项目回购款的回流滞后一期。

自 2014年起，在BT、BOT项目注资大幅减少的同

时，特许经营权的购置支出即开始大幅增加。在这样

的资金收付循环中，最大的风险就在于项目回购资

金能否及时、足额收回。因此，碧水源需要努力维护

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保证项目回购款的及时收取，或

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避免资金断裂的风险。

4. 掌趣科技的特定项目解读。掌趣科技是一家

从事手机游戏开发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快速扩张

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并购被其看好且业务相关的企

业，也有人形象地称其为“买、买、买”公司。表8仅列

示了其 2013 ~ 2014年所发生的收购事项。从中可以

看出其合并对价动辄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合并对

价的支付方式均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除被并

购方的业绩承诺之外，还附有对赌条款。那么掌趣科

技的并购交易又在其会计报表上形成了哪些特定项

目？表9列示了与其并购相关的会计报表项目。笔者

通过查阅其报表附注，将各项目的具体构成也一并

长期应收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构建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400000
3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0

图 2 碧水源的BT、BOT项目的资金收付情况（万元）

事
项

1

2

3

被收购
公司

动网
先锋

玩蟹
科技

上游
信息

所获
股权（%）

100

100

70

支付
方式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对价
（万元）

81009

173900

81400

对赌条款

如动网先锋在承诺期实际实现
的含政府补助的净利润之和高
于承诺净利润，超出部分的 30%
作为奖励对价由上市公司向截
至2015年12月31日仍在动网先
锋留任的管理层股东支付，且该
等奖励对价最高不高于10000万
元

如玩蟹科技 2013 年度、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之和高于承诺净利润，则
公司向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
留任的管理层股东支付业绩超
额实现的30%作为奖励对价

如上游信息 2013 年度、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之和高于承诺净利润，则
公司向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
留任的管理层股东支付业绩超
额实现的30%作为奖励对价

盈利承诺

动网先锋2013年、2014年、
2015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485 万 元 、9343 万 元 、
11237万元

玩蟹科技2013年、2014年、
2015 年、2016 年经审计的
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
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
币 12000万元、16000万元、
20000万元、24000万元

上游信息2013年、2014年、
2015 年、2016 年经审计的
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
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
币 7500 万元、12500 万元、
15600万元、19000万元

股权变更
时间

2013-07-05

2014-04-02

2014-04-11

表 8 掌趣科技2013~2014年主要收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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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于表 9中。从表 9可以看出：掌趣科技各年已支

付的现金对价主要包含在“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所支付的现金净额”项目中，所支付的股份通过

其股本和资本公积项目的变动体现出来。

表 9显示，掌趣科技 2013 ~ 2016年间股本年年

扩张，其资本公积也随之大幅增长，因为其资本公积

主要为定向增发股本溢价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余

额。我们可以据此计算出掌趣科技 2014 ~ 2016年间

支付股份的价值分别为22亿元、20亿元和15亿元。

掌趣科技未支付的合并对价则体现在“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和“长期应付款”两个项目中，前者是

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部分，后者则为超过一年的部分。

二者金额合计在 2013 ~ 2016年间分别为 3.5亿元、7
亿元、11.2亿元和 3.4亿元。可见掌趣科技各年均有

相当多的合并对价未支付，这是一笔不小的债务负

担。据此可以推断：掌趣科技需要特别注意大额资金

的可持续获取，否则将有资金链断裂之虞。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4家上市公司全聚德、格力电器、碧

水源和掌趣科技的案例分析发现某些特定的项目，

如“其他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负债”“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无形资产”“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均

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构成。对这些项目的正确解读对

于正确分析这些公司的报表至关重要。而这些项目

由于带“其他”字眼，表述较模糊，经常被报表分析者

忽略或误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随着新经济事

项，如公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销售返利、BT 和

BOT项目的投融资以及兼并收购的出现，报表分析

者对其会计处理要求不熟悉、不理解，而这些特殊事

项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又在会计准则、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以及各类指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这类

经济事项，企业在做会计处理时经常“打擦边球”。由

于找不到合适的报表项目来归集，企业只好使用带

“其他”字眼的科目，这就给这类项目的解读带来一

定的困难。同时也说明，一方面报表的分析者要经常

研究新问题、新现象，要及时更新会计知识；另一方

面也说明我国会计准则的修订滞后，跟不上时代发

展的步伐。因此，应加大会计准则修订发布的力度，

并有相应的应用指南及时推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

出现误读、误判且误导决策者的尴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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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将于一年内到期的未支
付的合并对价）

长期应付款（未支付的合
并对价）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长期应付款

股本（定向增发人民币普
通股用于支付合并对价）

资本公积（定向增发股本
溢价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的余额）

所支付的股份作价（概算）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所支付的现金净额（主
要为并购动网先锋、玩蟹
科技和天马时空所支付）

2016年

15888

17848

33736

277088

409042

149505

58322

2015年

73238

38796

112034

265838

270787

194649

45882

2014年

45356

25496

70852

129761

212215

217997

58405

2013年

20718

13755

34473

70506

53443

无

14408

表 9 掌趣科技2014~2016年部分会计报表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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