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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交易控股合并之会计处理

【摘要】相比一次性交易的控股合并，多次交易的控股合并才是企业合并之常态。基于会计准则的

具体规定，通过示例分别解释非同一控制下与同一控制下多次交易形成控股合并的会计处理，并分析具

体会计处理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探讨交易次序对合并结果、合并商誉金额计算的影响及期初数据确认的

问题，以不同思路对比分析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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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合并下合并报表的编制是财务会计难题之

一，相比一次性交易所形成的控股合并，多次交易逐

步控股才是企业合并之常态。因此，本文根据会计准

则对合并类型的划分，分别对非同一控制下与同一

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会计处理进行解释，然后分析不

同交易次序所引发的问题及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方法

的合理性。

一、多次交易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多次交易分步取得被投资方（被并方）控股权的

企业合并，其会计处理涉及个别报表与合并报表两

个层面。其中，个别报表会计处理应遵循《企业会计

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CAS 2），合并报表

会计处理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CAS 33）的规定。对多次交易形成的控股

合并，CAS 33中仅有规则说明而无具体分录介绍，

而且仅规范了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因此，本节

将从个别报表与合并报表两个层面解释、分析多次

交易形成的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下节再介绍

多次交易形成的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具体案例

如下：

例1：甲公司2×10年1月1日以每股5元的价格

购入A公司股票100万股，占有2%的股权。2×13年1
月 1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1.75亿元购入A公司 50%

的股份从而获得对A公司的控制权，A公司当日股

价每股7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2亿元。

1. 个别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在CAS 2中，第6
条规范了控股合并前的股权投资，而形成企业合并

的长期股权投资则由第 5条规范初始计量、第 14条
规范后续计量。

（1）甲公司首次投资因未获得控制权而应遵循

CAS 2第 6条的规定，又因持股比例低且可获得其

公允价值，基于其目的而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单

位：万元，下同），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
贷：银行存款 500

（2）未获得控制权的后续计量不应采用成本法，

而应根据CAS 2第 11条的规定对公允价值变动按

权益法核算，差额200万元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会计

处理为：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200

（3）2×13年 1月 1日因追加投资而形成控股合

并，相当于用银行存款与原投资换取了新股权，故应

按CAS 2第 14条的规定以该合计金额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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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00
银行存款 17500

（4）在确认控股权的同时，原所确认的其他综合

收益也相当于出售，因为实现了其收益而应根据

CAS 2第14条的规定将其转换为当期损益，会计处

理为：

借：其他综合收益 200
贷：投资收益 200

2. 合并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是市场中的公平交易，故在合并报表中应

以公允价值计量。为了规范企业合并报表层面的

操作，CAS 33第 48条规定了以下合并报表层面的

处理顺序：①重新确认合并成本，并处理可能的差

额。合并成本包括购买日支付的对价及之前所持股

份的价值两部分，而购买日前所持股份应按照公允

价值重新计量，以便在合并报表层面反映出市场交

易的实质，购买日相当于原股份出售故而应将公允

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例1中，购

买日前所持股份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因而不存在

重新计量与差额；但若购买日前所持有股份并未按

公允价值计量，则会涉及合并成本再次确认及差额

的处理。②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应当转入当

期损益。例 1虽不需要在合并报表层面重新计量合

并成本，但只有计算出购买日商誉 0.78亿元（1.82-
2×52%）后，才可编制以下合并抵销分录：

借：子公司净资产 20000
商誉 78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8200

少数股权权益 9600（20000×48%）
综上，购买日个别报表处理的关键在于控股前

股权投资处理方法的选择及对其他综合收益的转

换，合并报表处理的关键在于合并成本按照公允价

值计量。而购买日后会计处理与一次性（或一揽子）

交易形成的控股合并无差异：在母公司（主并方）个

别报表中，应根据CAS 2第 7条的规定对该长期股

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先对股

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再进行资产负债表段、利润表

段及其他内部交易的抵销处理。

二、多次交易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对于多次交易形成的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CAS 33中虽无规定但在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有例

题，只不过仅说明了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期初数据之

特殊，并无完整会计分录。因此，本文有必要通过具体会

计分录进行补充，解析其完整的会计处理。案例如下：

例 2：P公司的下属A公司与非关联的 B公司

于 2×10年 1月 1日分别出资 200万元与 800万元设

立C公司，C公司2×10年1月1日 ~ 2×11年12月31
日间实现净利润 500万元。2×12年 1月 1日，P公司

收购B公司所持C公司 80%的股权，使其成为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C公司 2×12年度实现净利润 300万
元。2×13年1月1日，A公司以1200万元自P公司处

购买了其所拥有的C公司股权，从而100%控制了C
公司。该行为不属于“一揽子交易”，且C公司净资产

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一致。

1. 个别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

（1）A公司 2×10年 1月 1日首次投资不属于形

成企业合并的投资，应根据CAS 2第 6条的规定以

所支付银行存款确认股权投资成本，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200
贷：银行存款 200

（2）A公司投资虽未获得C公司的控制权但却

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故对C公司2×12年前的利润应

根据CAS 2第11条的规定按权益法核算，并确认投

资收益，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100（500×20%）
贷：投资收益 100

（3）2×12年年末，A公司应根据C公司当年盈

利按权益法核算，并确认投资收益，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60（300×20%）
贷：投资收益 60

（4）A公司 2×13年 1月 1日通过追加投资形成

控股合并，因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属于在最终控

制方主导下的“权益重新整合”，故股权投资初始成

本应为该股份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的账面价值，

其与所持股权、支付对价账面价值之和的差额应调

整资本公积而不能计入当期损益。本例中C公司净

资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一致，故其 100%股份在P
公司合并报表按 1800万元（200+800+500+300）列
示。因此，确认控股合并的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 18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200

——损益调整 160
银行存款 1200
资本公积 240（差额）

2. 合并报表层面的会计处理。

例 3：接例 2，假设C公司仅根据《公司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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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无其他利润分配，

则2×13年前累计的盈余公积为80万元（50+30）、未
分配利润为720万元［（500-50）+（300-30）］。据此，

就可以编制合并报表层面的相关抵销分录。

（1）2×13年1月1日合并日，资产负债表段的抵

销分录为：

借：实收资本 1000
盈余公积 80
未分配利润 72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800

（2）因“权益重新整合”不应改变整体的经营成

果，故要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以反映出合并

后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所实现的累计

留存收益。所以，要将在前一笔分录中冲销的被并方

合并日前的留存收益恢复，因属于权益行为故应以

主并方“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为限。又因A公司从

2×10年1月1日就对所持有的20%股份采用权益法

核算，故仅需对新增的 80%股份所享有的留存收益

进行恢复即可，否则会导致重复核算。会计处理如下：

借：资本公积 240
贷：盈余公积 24（300×10%×80%）

未分配利润 216（300×90%×80%）
因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经营成果需要连续

计算，CAS 33第 32条还要求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

目进行调整。而在对比较期间进行调整时，可能涉及

两笔合并抵销分录，具体如下：

第一笔，比较期初2×12年1月1日的合并抵销。

因利润分配仅按 10%计提盈余公积，其余为未分配

利润，故此阶段的抵销分录为：

借：实收资本 1000
盈余公积 50（500×10%）
未分配利润 450（500×90%）
贷：长期股权投资 300

资本公积 1200
在比较期初 2×12年 1月 1日，C公司虽不属于

A公司但却是P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这里贷记的“资

本公积”隐含着P公司所享有的C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其明细构成会在集团合并报表层面与P公司所

持长期股权投资抵销时显现，从而将集团内对C公

司的股权投资全额抵销，完成对其期初数据完整准

确的反映。

第二笔，对C公司 2×12年 1月 1日前的留存收

益进行恢复。本例中，因P公司对C公司合并为非同

一控制下的合并，故而不需恢复；同时，A公司虽投

资了C公司，但自投资之日起便对该股权按权益法

核算，故也不需要此笔分录，否则就会重复。但假若

P公司早于 2×12年 1月 1日前就控股了C公司，则

需要第二笔分录。

因此，多次交易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的，

其会计处理的关键在于合并报表层面对合并日前被

并方留存收益的恢复，处理的关键在于比较期初与

最初控股日期的确定。

根据上述会计处理情况，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合并抵销结果如下表所示。

三、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

1. 交易次序对合并结果的影响。在《企业会计

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CAS 20）中，对合并类

型判断的主要标准在于被并方控制权的转移范围，

若控制权在集团内转移则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否则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那么，交易

次序是否会影响企业合并类型的认定？假定例 1中
两次交易的股份分别为 22%与 30%，有以下两种情

形：若先持有的22%来自集团内部、后续30%来自集

团外部，则合并类型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但

若次序相反，后续从集团内其他公司处获得 22%的

股份导致了控股合并，则合并性质为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

可见，交易次序会影响对合并类型的认定，但是

否会影响合并报表的数据结果呢？曾经的影响如今

已消失了。2006年发布的CAS 2要求非同一控制下

项 目

合并当日2×13年1月1日

实收资本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合并期初2×12年1月1日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A公司

16
144
160

10
90
100

C公司

1000
80
720
1800

1000

50
450
1500

抵销分录

借

1000
80
720

1000

50
450

贷

24
216

1200

合并数

0
40
360
400

0
1200
10
90

1300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合并抵销数据表

注：表中无A公司自身所有者权益数据，其中的盈余
公积、未分配利润数据为对C公司利润按权益法进行的调
整，基于《公司法》规定按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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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合并采用公允价值而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采用被并方的账面价值，当企业合并被认定为不同

类型则会因选用不同计量属性而导致结果不同。但

如今CAS 2（2014年）要求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以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准，此时

不同合并类型认定将不会影响合并报表的结果。若

为多次购买形成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

报表中账面价值实为购买日公允价值而不是被并方

个别报表的账面价值，此时不论认定为何种类型，合

并报表中所列报均为被并方的公允价值，使得非同

一控制下的公允价值与同一控制下的账面价值之差

异消失。采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的金额是现行

准则对“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贯彻，化解了交

易次序对合并类型认定及其合并数据的影响。

2. 多次交易时合并商誉的计算。据CAS 20第
13条的规定，商誉是购买方合并成本超过所获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若不严格限制交易日，则

多次交易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每次交

易都会出现一个价值差额，那么，如何计算购买日的

商誉，是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一次性计算还是按各

个交易日公允价值分次计算？

若分次按公允价值计算差额，则结果具有谨慎

性。因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CAS 8）第6条的规定，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后禁止因

价值上升而恢复，该规定会导致商誉不会增加而只

能减少，当商誉价值降低时会使分次计算结果相当

于采用最后一次公允价值来计算，使得分次确认的

结果与按购买日公允价值一次性确认的金额一致。

相反，若商誉存在升值，升值部分不会被确认，从而

导致早期交易所确认差额偏小、分次确认差额总额

偏小，而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确认的商誉金额较大。

因此，分次计算的结果偏小而更具谨慎性。

虽然分次确认商誉金额的结果具有谨慎性，但

商誉金额是一个支付对价与所获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之差额，支付对价会因时间地点、交易对手等因

素的不同而不同，所以采用购买日公允价值计算商

誉金额具有客观性与可靠性之优势。可见，CAS 33
第 48条要求用购买日公允价值计算多次交易控股

合并之商誉是合理的。

3. 多公司多次交易同一控制合并的期初数。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是“权益重新整合”，故准则要

求调整合并报表期初数。若为一次性交易或单一公

司多次交易而控股，则按照准则具体规定处理即可。

但对于多个公司多次交易而形成同一控制下的控股

合并，当后一公司获得控股权时，之前的持股公司是

否要按照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数据对其之前的处理

追溯调整，以获得比较期间的期初数据？

参考但不同于例 2，A公司先于 2×10年持股C
公司且按权益法核算，最终控制方P公司后于2×12
年初才控制C公司，若M公司于 2×15年同一控制

了C公司且合并日C公司账面价值与其在P公司合

并报表中的金额不一致，A公司是否需要根据P公

司合并报表数据调整其比较期初的权益法核算数

据？此调整目的在于获得合并报表比较的期初数，该

追溯调整或在持股公司个别报表中，或在合并工作

底稿中，或不进行调整而直接获得结果？因为合并报

表底稿中的合并抵销分录会冲销之前权益法调整效

果，故调整与否、如何调整均不影响最终结果——前

期调整（不论个别报表还是工作底稿）时，借记“长期

股权投资”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会在后期抵

销时通过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资产负债表

段）、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利润表段）而在工作底稿

中抵销。合并分录编制方法中，分期抵销法、分段抵

销法所产生的直接编制法正是利用该现象而提出

的。因此，会计准则未涉及此问题是恰当的。

多次交易控股合并看似有着许多困惑，但细致

剖析即可发现现有准则的规定均已将其合理解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行会计准则遵循了“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只要深刻理解并把握其实质，便能化

解这些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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