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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易所得税会计合并处理“清零法”巧解

【摘要】编制合并报表时需抵销内部交易，导致交易资产在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和其计税基础不

一致，继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所得税问题也与之相伴而生，使得内部交易所得税

会计的合并处理变成合并报表编制的一个难点。创造性地总结出“清零法”，并对该项调整抵销的编制方

法进行梳理，即将个别报表中调整项目的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全部清零，再以合并报表项目应有数全

额补充，将该项调整抵销的重心转移到个别报表角度，希望能为其他项目的调整抵销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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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根据一体性原则需要对

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进

行全额抵销，抵销的对象大体分为两类：内部债权债

务和未实现的内部交易利润。对内部债权债务进行

抵销后，与该债权有关的所有相关项目，包括因债权

提取坏账准备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均应被抵

销；而对未实现的内部交易利润进行抵销后，会导致

合并财务报表中该交易对象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产生差异，从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抵销内部交

易之余还要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同时涉及各年连续

编制，导致会计实务工作者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该

项处理感到迷惑不解。本文首先分析合并报表中所

得税问题产生的原因，提炼关键项目，然后针对关键

项目，采用“清零法”推导内部交易所得税调整抵销

的方法。

一、内部交易所得税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内部债权债务所得税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合并报表的角度来看，集团内部成员企业间

的债权债务仅仅是资金的转移，故而需要抵销债权、

债务。若个别报表中已对债权计提了坏账准备，则其

账面价值将低于其计税基础，应当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若合并报表中债权已被抵销，则与该债

权相关的其他项目没有存在的基础，也需要被抵销。

（二）内部购销资产所得税问题产生的原因

内部购销资产所得税问题的产生可以分成两个

阶段：

1. 第一阶段：初始计量产生的差异（待确认）。

集团内部交易发生时，对于交易对象（资产），在购买

方的个别报表中，其入账价值是包含内部交易利润

（或损失，下同，本文主要分析形成内部交易利润的

情况）的，而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根据一体性原则，

该内部交易利润应该被抵销，从而其成本应当为原

来在出售方的成本。然而该交易对象（资产）的计税

基础是由税务机关核定的，与个别报表层面的计税

基础相同，导致在合并报表中该交易对象的账面价

值与其计税基础不一致，从而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

（若为内部交易损失，则会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后

文不再赘述）。

2. 第二阶段：后续计量产生的差异（待冲销）。

在买受方的个别报表中，期末可能会对交易对象（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从而导致个别资产负债表中该资

产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不一致，因此要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但站在集团的角度，该资产是否发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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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或减值金额的多少，需要在个别报表确认的减值

准备的基础上扣除未实现的内部交易利润，所以此

时合并报表层面应当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个别

报表已经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同，对于这一差

异，需要进行抵减处理。

将以上两个阶段合并得出，交易资产在期末列

报时，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的列示金额（账面价值）

是不同的，但是无论针对哪个报表，其计税基础都是

相同的，从而导致合并报表层面与个别报表层面应

当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不同，需要进行

调整抵销处理。

内部交易递延所得税问题产生的原因已经明

确，然而其会计处理比形成原因更加复杂。因为合并

报表的编制是以个别报表为基础的，所以合并工作

底稿中的调整、抵销分录应当在个别报表的基础上

进行，这些分录往往相互交错，使人迷惑。

二、内部交易所得税处理“清零法”的推导

根据以上分析，内部交易所得税问题的产生均

因合并报表和个别报表编制目的不同，从而导致合

并报表层面和个别报表层面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同。

个别报表中与该内部交易所得税处理有关的关键项

目是“递延所得税资产”“所得税费用”“期初未分配

利润”。下文将围绕这三个项目，结合案例，采用“清

零法”推导出合并工作底稿中关于内部交易所得税

的调整抵销分录。

（一）“清零法”的理论依据

“清零法”是建立在合并报表编制原则的基础上

的。根据合并报表编制的一体性原则，可以直接计算

得出合并报表中某项目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应有

余额）。根据合并报表编制的以个别报表为基础的原

则，可知合并工作底稿中的合并数是先将母子公司

的个别报表数简单合计，然后在其合计数的基础上

进行调整抵销得到的。鉴于这两项原则，可以先计算

出合并报表的应有余额（视为已知数），再将个别报

表的合计数（现状）清零，补充应有余额达到目的。具

体到本文研究对象，分析如下：

在内部交易所得税会计的合并处理中，仅涉及

债权人或买受方的个别报表相关项目——“递延所

得税资产”“所得税费用”“期初未分配利润”的调整

抵销。在这三个项目中，“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为核

心，所以根据以个别报表为基础的原则，可以理解为

该项目在个别报表中的期末余额即为工作底稿中该

项目的合计数，从而得到如下关系：

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末余额+调
整抵销金额=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末

余额 （1）
同时，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相关项目的期末余额

等于期初余额加上本期发生额，又可以得到：

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额与本

期发生额之和+调整抵销金额=合并报表“递延所得

税资产”项目期末余额 （2）
将式（2）进行拆分可以得到：

（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额+
调整抵销金额）+（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

本期发生额+调整抵销金额）=合并报表“递延所得

税资产”项目期末余额 （3）
本文“清零法”的推导以式（3）为依据，理由是合

并报表工作底稿中所做的调整抵销处理在个别报表

中是不留痕迹的，而每个时点的合并报表都是以同

样时点的个别报表为基础编制的，导致连续编制时，

需要在个别报表期初数的基础上重复上年的调整抵

销得到合并报表的期初数，这样才能与上期合并报

表的期末数保持一致。

因此，应当分别对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目期初余额和本期发生额进行调整抵销。一方面

可以得到合并报表项目的期初余额（亦可以根据一

体性原则计算得出）；另一方面，对期初余额和本期

发生额同时进行调整抵销，也就得到了合并报表项

目的期末余额。

明确调整抵销的对象后，再来看调整抵销的方

法。目前调整抵销的常规做法是在个别报表已有数

据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抵减，相当于是差额法。这种

做法将个别报表与合并报表交错进行调整，难度较

大、易混淆。本文提出的“清零法”则采用的是“全额

法”，将调整对象（个别报表中调整项目的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全部清零，再以合并报表应有数全额补

充。因合并报表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可以计算得出，

所以补充的金额也很明确。只是需要注意，补充的总

金额应当为合并报表的期末余额，因此，将期初应有

金额补充后，对本期发生额的补充金额应当是合并

报表的期末余额减期初余额后的金额。将“清零法”

体现在式（3）中即为：

（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额-
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额+合并报

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额）+（个别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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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本期发生额-个别报表“递

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本期发生额+合并报表“递延所

得税资产”项目期末余额-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资

产”项目期初余额）=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

目期末余额

将对期初余额的清零和补充处理结合即可得到

对期初余额的调整与抵销分录，加上对本期发生额

的清零、补充处理则可得到合并报表编制当年应做

的调整与抵销分录。

（二）“清零法”的应用

本文根据内部交易所得税的形成原因不同，分

别选择内部应收款项、内部存货交易涉及的所得税

合并处理为研究对象，并分别通过案例，更加全面、

直观地呈现“清零法”的应用过程。

1. 内部应收款项所得税合并抵销处理。

例 1：S公司2×15年 12月 31日个别资产负债表

中的内部应收账款余额为 475万元、坏账准备余额

为25万元。假定S公司2×15年系首次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S公司2×16年12月31日个别资产负债表中的

内部应收账款项目为 380万元，坏账准备账户期末

余额为20万元。S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在该案例中，S公司为内部交易所得税会计的

合并处理主体，在 S公司 2×15年的个别报表中，因

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25万元，所以应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 6.25万元（25×25%），对应项目为“所

得税费用”（下同）。而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该应收

账款及已经确认的坏账准备、递延所得税资产都应

当抵销，所以在合并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

金额应当为 0。2×15年 S公司合并抵销处理“清零

法”的应用过程如表1所示：

首先，列示S公司个别报表中的核心项目：借方

“递延所得税资产”6.25万元，贷方“所得税费用”

6.25万元。其次，计算合并报表的应有余额，这两个

核心项目的应有余额均为 0。再次，将 S公司个别报

表相关项目清零，根据表1的（2）A行编制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 6.2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6.25

因合并报表应有数为0，不需要进行补充，所以

最后得出的合并调整抵销分录同上。

2×16年12月31日，S公司个别报表的期初数来

源于上年期末数，合并报表的期初余额亦来自于

上年期末余额，只是调整过程中涉及的利润表项目

应以“期初未分配利润”代替，本期 S公司个别报表

“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的发生额为-1.25万元（20×
25%-6.25）。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应收账款不存

在，故而与该债权有关的所有项目的余额都应当为

0。2×16年内部应收账款所得税的合并调整如表 2
所示：

在连续编制合并报表时，需要先对 S公司个别

报表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额进行清零、

补充，清零分录根据表2的（2）A行编制如下：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6.2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6.25

因合并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与“未分配利润”

项目期初余额均为0，所以无需补充。

其次，应当对个别报表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项

目本期发生额进行清零、补充，清零分录根据表2的
（5）D行编制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贷：所得税费用 1.25

在该种情况下无需补充，所以合计列示的分录

与上述相同，不再赘述。

S 公司个别报表期初余
额（1）

“清零法”调
整与抵销（2）

合并报表期初余额（3）
S 公司个别报表本期发
生额（4）

“清零法”调
整与抵销（5）

合并报表期末余额（6）

清零（A）
补充（B）
合计（C）

清零（D）

补充（E）
合计（F）

递延所得
税资产

6.25

-6.25
0

-6.25
0

-1.25

+1.25
0

+1.25
0

所得税
费用

1.25

-1.25
0

-1.25
0

期初未分
配利润

6.25

-6.25
0

-6.25
0

—

0

S公司个别报表（1）

“清零法”调
整与抵销（2）

合并财务报表（3）

清零（A）
补充（B）
合计

递延所得
税资产

6.25
-6.25

0
-6.25

0

所得税
费用

-6.25
+6.25

0
+6.25

0

期初未分
配利润

—

—

—

—

—

表 1 2×15年12月31日内部应收账款所得税
合并调整抵销 单位：万元

表 2 2×16年12月31日内部应收账款所得税
合并调整抵销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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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存货交易所得税合并抵销处理。

例2：2×15年1月1日，P公司以银行存款购入S
公司 80%的股份，能够对 S公司实施控制。2×15年 S
公司从P公司购进A商品400件，购买价格为每件2
万元（不含增值税，下同）。P公司A商品的成本为每

件 1.5万元。2×15年 S公司对外销售A商品 300件，

每件的销售价格为 2.2万元；2×15年年末结存A商

品 100件。2×15年 12月 31日，A商品每件可变现净

值为1.8万元；S公司对A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
万元。2×16年 S公司对外销售A商品 20件，每件销

售价格为1.8万元。2×16年12月31日，S公司年末存

货中包括从P公司购进的A商品 80件，A商品每件

可变现净值为 1.4万元。S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A商

品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为48万元。假定P公司

和S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

例 2中 S公司为存货的买受方，因为 2×15年年

末存货的成本为 200万元，可变现净值为 180万元，

所以存货的账面价值比计税基础低20万元，确认了

递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20×25%）。而在合并报表

中，因有25%（100÷400×100%）的存货未对集团外部

售出，所以未实现的内部交易利润为 50万元（200×
25%），该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被抵销后，存货成本为

150万元（200-50），可变现净值 180万元，不需要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但是计税基础仍为200万元，所以

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12.5万元（50×25%）。2×15
年12月31日采用“清零法”的调整抵销如表3所示：

首先将S公司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

余额清零，根据表3的（2）A行编制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 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

再补充合并报表的应有余额，根据表 3的（2）B
行编制分录：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贷：所得税费用 12.5

亦可以合并抵销，按照表 3的（2）C行直接编制

分录：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
贷：所得税费用 7.5

2×16年，S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期初余

额为 5万元，本期应有余额为 12万元（48×25%），本
期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7万元（12-5）。而在2×16
年 12月 31日合并报表层面，存货成本为 120万元

（1.5×80）、可变现净值为112万元，所以应当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8万元，从而存货账面价值变为 112万
元，而存货的计税基础为160万元（2×80），故应当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12万元（48×25%）。
2×16年 12月 31日，“清零法”下内部存货交易

的调整抵销如表4所示：

首先，对 S公司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

目的期初余额进行清零、补充，根据表4的（2）A行，

清零分录为：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

根据表4的（2）B行所示，补充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12.5

补充金额等于合并报表期初应有余额 12.5万
元。

亦可以将以上两笔分录合计得到合并抵销分

录，如表4的（2）C行所示，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7.5

其次，对 S公司个别报表“递延所得税资产”项

S公司个别报表（1）

“清零法”的调
整、抵销（2）

合并财务报表（3）

清零（A）
补充（B）
合计（C）

递延所得
税资产

5
-5

+12.5
+7.5
12.5

所得税
费用

-5
+5

-12.5
-7.5
12.5

期初未分
配利润

—

—

S公司个别报表期初余额（1）

“ 清 零 法 ”调
整与抵销（2）

合并报表期初余额（3）
S公司个别报表本期发生
额（4）

“ 清 零 法 ”调
整与抵销（5）

合并报表期末余额（6）

清零（A）
补充（B）
合计（C）

清零（D）

补充（E）
合计（F）

递延所得
税资产

5
-5

+12.5
7.5
12.5

7

-7
-0.5
-7.5
12

所得税
费用

-7

+7
+0.5
7.5
-12

期初未分
配利润

5
-5

+12.5
7.5
12.5

—

—
表 3 2×15年12月31日内部存货交易的调整抵销

单位：万元

表 4 2×16年12月31日内部存货交易的调整抵销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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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期发生额进行清零、补充，根据表 4的（5）D
行，清零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7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7

根据表4的（5）E行，补充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0.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0.5

期初补充金额+本期补充金额=合并报表期末

余额，亦可以将以上两笔分录合计得到抵销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 7.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7.5

三、内部交易所得税调整抵销会计处理归纳

综上，“清零法”首先将个别报表项目已有数清

零，再补充合并报表项目应有金额，达到合并目的，

清零时的分录与补充时的分录合计，即为合并工作

底稿中应做的调整抵销分录。

1.“清零法”的应用步骤。第一，还原个别报表

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清零对象），计算合并报表相

关项目的期初余额（补充对象）；第二，清零个别报表

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补充调整合并报表相关项目

的应有期初余额；第三，还原个别报表相关项目的本

期发生额（清零对象），计算合并报表相关项目的期

末余额（补充对象）；第四，清零个别报表相关项目的

本期发生额，补充调整合并报表相关项目期末余额

减期初余额（补充对象）。应用矩阵如表5所示：

清零和补充时所做会计分录即为内部交易所得

税合并处理的调整抵销分录。为简化核算，通常直接

以表5中合计（1）与合计（2）的金额来编制调整抵销

分录。

2.“清零法”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分别对个别报表的期初余额和本期发生额

进行清零、补充，勿将其进行合并。合并报表的编制

是以个别报表为基础，导致合并报表在编制过程中

不能直接按照“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期末余额”

的公式来编制，其项目的期初余额的得出需要借助

个别报表。所以，在编制调整抵销分录时，需要将个

别报表项目的期初数进行调整，从而得到本期合并

报表项目的期初数；若合并列示则会隐藏某些项目，

不能正确得出合并报表项目的期初余额。

（2）个别报表项目期初余额清零后的补充数为

合并报表项目应有的期初余额，然而个别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清零后的补充数不是合并报表项目应有

的期末余额，而合并报表项目应有的期末余额减去

期初补充数。

（3）对个别报表项目期初余额进行清零、补充时

所涉及的利润表项目应当使用“期初未分配利润”，

而对本期发生额的清零、补充时涉及的利润表项目

为“所得税费用”。

四、总结

本文针对内部交易所得税会计合并处理这一难

点，创造性地提出“清零法”的思路，将合并调整、抵

销分录的中心从合并报表视角转移到个别报表处理

的角度。通常编制合并报表的调整抵销分录时，个别

报表和合并结果是交错进行的，但本文采用“清零

法”使得两者完全平行，思路更加清晰，更加易懂，不

仅解决了内部交易所得税会计合并处理这一难点，

更为其他事项的调整抵销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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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个别报表期初
余额

“清零法”
调整与
抵销

合并报表期初余额

买方个别报表本期
发生额

“清零法”
调整与
抵销

合并财务报表期末
余额

清零1
补充1

合计（1）

清零2
补充2

合计（2）

递延所得税
资产

X1

-X1

Y1

-X1+Y1

Y1

X2

-X2

Y2－Y1

-X2+Y2-Y1

Y2

所得税费用

X2

-X2

Y2－Y1

-X2+Y2-Y1

Y2

期初未分
配利润

X1

-X1

Y1

-X1+Y1

Y1

表 5 “清零法”应用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