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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19年1月1日起，事业单位应严格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1]

（以下简称“新制度”）。为了确保事业单位新旧会计

制度顺利过渡，财政部于2018年2月1发布了《关于

印发〈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与〈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有关衔接问题处理规定的通知》[2]，对新旧制度衔接

提出了总要求，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事业单位要

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结余科目余

额，即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并依

据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将未入账

的经济事项登记入账，并调整相关科目，最后依据登

记和调整后新账的科目余额编制2019年1月1日的

科目余额表。由于事业单位新旧会计制度在会计科

目设置及核算内容方面均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通

过例解的方式对事业单位执行新制度时新旧会计科

目余额转账的方法进行了说明。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举例分析

例：假设A事业单位 2018年 12月 31日科目余

额表如表1所示。

事业单位新旧会计科目余额转账的账务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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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资产类科目：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其他应收款

存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

负债类科目：

短期借款

应缴税费

余额

500

4196400

1455000

1300000

155000

13000

160000

200000

1390000

200000

150000

10000

5000

20000

10000

科目名称

应缴国库款

应缴财政专户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净资产类科目：

事业基金

非流动资产基金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专用基金

财政补助结转

财政补助结余

非财政补助结转

余额

39300

40000

60000

50000

20000

2895600

1545000

200000

1190000

150000

5000

200000

1290000

1150000

50000

表 1 2018年12月31日科目余额汇总表 单位：元

注：资产类科目中，除“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为贷
方余额之外，其余均为借方余额；负债类与净资产类科目
均为贷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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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事业单位将 2018年 12月 31日科目余额表中

各科目余额转入2019年新账的账务处理过程如下：

（一）资产类会计科目

1.“库存现金”科目。新制度下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基本不变。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库存现金”科

目余额中有 200元属于受托代理资产，应将其转入

新账“库存现金”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

目。账务处理为：

借：库存现金（新） 300
库存现金——受托代理资产（新） 200
贷：库存现金（旧） 500

2.“银行存款”科目。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

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将原账“银

行存款”科目中归属于其他货币资金的金额，转入新

账“其他货币资金”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银行存

款中有2万元的银行本票存款，属于其他货币资金。

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新） 4176400
其他货币资金（新） 20000
贷：银行存款（旧） 4196400

3.“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新制度下该科目的

核算内容基本不变。账务处理为：

借：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新）

1300000
——财政授权支付（新）

155000
贷：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旧）

1300000
——财政授权支付（旧）

155000
4.“其他应收款”科目。在新制度下，已经付款

或已开出商业汇票但尚未到货的物资金额，不再通

过“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而应将其转入新账“在途

物品”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其他应收款”

科目余额中有 2000元的已经付款但尚未到货的物

资金额。账务处理为：

借：在途物品（新） 2000
其他应收款（新） 11000
贷：其他应收款（旧） 13000

5.“存货”科目。新制度不再设置“存货”科目，

增设了“库存物品”和“加工物品”科目。转账时，单位

应将原账“存货”科目中处于加工过程中的存货金额

转入新账“加工物品”科目，将原账“存货”科目余额

减去加工过程中的存货金额后的金额转入新账“库

存物品”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存货”科目

余额中，处于加工过程中的存货金额为5万元。账务

处理为：

借：加工物品（新） 50000
库存物品（新） 110000
贷：存货（旧） 160000

6.“长期投资”科目。新制度取消了“长期投资”

科目，增设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

目。转账时，单位应将原账“长期投资”科目余额按明

细进行分类，属于股权投资金额的部分转入新账“长

期股权投资”科目，属于债券投资金额的部分转入新

账“长期债券投资”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

“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有 15万元属于长期股权投

资，5万元属于长期债券投资。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新） 150000
长期债券投资（新） 50000
贷：长期投资（旧） 200000

7.“固定资产”科目。新制度增设了“公共基础

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和“保障性住

房”科目。事业单位在原账“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了

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记入“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

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科目内容的，

转账时应当分别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经核查，A事

业单位原账“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中有 50万元属于

政府储备物资。账务处理为：

借：政府储备物资（新） 500000
固定资产（新） 890000
贷：固定资产（旧） 1390000

8.“累计折旧”科目。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以及“保障性住

房累计折旧”科目。转账时，应将原账“累计折旧”科

目余额按明细相应转入新账的各个科目。经核查，A
事业单位原账“累计折旧”科目余额中没有公共基础

设施累计折旧和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因此，应将其全

部转入新账“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账务处理为：

借：累计折旧（旧） 200000
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新） 200000

9.“在建工程”科目。新制度增设了“工程物资”

科目和“预付账款——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科

目。转账时，应将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

程物资款的部分转入新账“工程物资”科目，将属于

预付备料款以及预付工程款的金额转入新账“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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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在建工程”科

目余额中有4万元属于工程物资款，有1万元为预付

备料款。账务处理为：

借：工程物资（新） 40000
预付账款——预付备料款（新） 10000
在建工程（新） 100000
贷：在建工程（旧） 150000

10.“无形资产”科目。新制度下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基本不变。账务处理为：

借：无形资产（新） 10000
贷：无形资产（旧） 10000

11.“累计摊销”科目。新制度将原制度中“累计

摊销”科目更名为“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其核算

内容基本不变。账务处理为：

借：累计摊销（旧） 5000
贷：无形资产累计摊销（新） 5000

（二）负债类会计科目

1.“短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付账款”

科目。这些科目在新制度下核算内容基本不变。账务

处理为：

借：短期借款（旧） 20000
应付职工薪酬（旧） 60000
应付账款（旧） 50000
贷：短期借款（新） 20000

应付职工薪酬（新） 60000
应付账款（新） 50000

2.“应缴税费”科目。新制度取消了“应缴税费”

科目，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转账时，将原账“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科目余

额转入新账“应交增值税”科目，将原账“应缴税费”

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应交增值税部分后的金额，转入

新账“其他应交税费”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应

缴税费”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交增值税的有7000元。

账务处理为：

借：应缴税费（旧） 10000
贷：应交增值税（新） 7000

其他应交税费（新） 3000
3.“应缴国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新

制度将原制度下“应缴国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

科目核算内容统一归入“应缴财政款”科目，与行政

单位保持一致。经核查，A事业单位应将原账“应缴

国库款”科目余额 39300元和“应缴财政专户款”科

目余额 40000元转入新账“应缴财政款”科目。账务

处理为：

借：应缴国库款（旧） 39300
应缴财政专户款（旧） 40000
贷：应缴财政款（新） 79300

4.“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在新制度下核算

内容基本不变，但是如果旧账中核算了属于受托代

理负债的金额，则需将这部分金额转入“受托代理负

债”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其他应付款”科

目余额中有1万元属于受托代理负债。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应付款（旧） 20000
贷：其他应付款（新） 10000

受托代理负债（新） 10000
（三）净资产类会计科目

1.“事业基金”科目。新制度取消了“事业基金”

科目，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转账时，单位应当将

原账“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累计盈余”科

目。账务处理为：

借：事业基金（旧） 2895600
贷：累计盈余（新） 2895600

2.“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新制度不再核算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相关内容。转账时，单位应当

将原账“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

计盈余”科目。账务处理为：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旧） 1545000
贷：累计盈余（新） 1545000

3.“专用基金”科目。新制度下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基本不变。账务处理为：

借：专用基金（旧） 200000
贷：专用基金（新） 200000

4.“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和“非财政

补助结转”科目。新制度设置“累计盈余”科目，取代

了原账“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

助结转”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单位应当将原账

中这三个科目余额一并转入新账“累计盈余”科目。

账务处理为：

借：财政补助结转（旧） 1290000
财政补助结余（旧） 1150000
非财政补助结转（旧） 50000
贷：累计盈余（新） 2490000

（四）转账后财务会计科目余额表

A事业单位 2018年 12月 31日原账各会计科目

余额，按照上述方法转入新账后，对应新制度下各财

务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表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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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新账相关财务会计科目进行调整

新制度下确立了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适度分离

又相互衔接的政府会计核算模式，其中财务会计的

核算基础为权责发生制，因此，应对直接转账后的财

务会计科目金额进行调整。

1. 计提坏账准备。新制度规定，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应计提坏账准备。由表2可知，A事业单位

其他应收款有 11000元，假设坏账损失率为 1%，则

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为1100元。账务处理为：

借：累计盈余 1100
贷：坏账准备 1100

2. 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根

据新制度的规定，A事业单位 15万元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按权益法核算。经核查，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

账面余额为 80万元，A事业单位持有被投资单位的

股权比例为 30%，按照权益法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调增9万元（80×30%-15）。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90000
贷：累计盈余 90000

3. 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A事业单

位有5万元的长期债券投资，经核查，该债券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新制度规定应补记长期债券投资应收

利息，假设债券利率为 5%，则应收利息为 2500元
（50000×5%），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债券投资 2500
贷：累计盈余 2500

对新账相关财务会计科目进行调整后的科目余

额如表3所示。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举例

（一）“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新旧制度转换

时，A事业单位将原账“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129
万元登记到新账“财政拨款结转”科目中，将原账“财

政补助结余”科目余额115万元登记到新账“财政拨

款结余”科目中，新账“资金结存——财政应返还额

度”科目借方依据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

登记应为 1455000元，新账“资金结存——货币资

金”科目借方余额=新账“财政拨款结转”科目贷方

余额+新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新账“资

金结存——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
1290000+1150000-1455000=985000（元）。

科目名称

资产类科目：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在途物品

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余额

500

4176400

20000

1455000

1300000

155000

10000

11000

1100

2000

110000

50000

240000

52500

890000

200000

科目名称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政府储备物资

负债类科目：

短期借款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缴财政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净资产类科目：

累计盈余

专用基金

余额

40000

100000

10000

5000

500000

20000

7000

3000

79300

60000

50000

10000

10000

7022000

200000

科目名称

资产类科目：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工程物资

余额

500
4176400

20000
1455000
1300000
155000
10000
11000
2000

110000
50000

150000
50000

890000
200000
40000

科目名称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政府储备物资

负债类科目：

短期借款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缴财政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净资产类科目：

累计盈余

专用基金

余额

100000
10000
5000

500000

20000
7000
3000

79300
60000
50000
10000
10000

6930600
200000

表 2 按新制度转账后科目余额汇总表 单位：元

注：资产类科目中，除“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无形资
产累计摊销”为贷方余额外，其余均为借方余额；负债类
与净资产类科目均为贷方余额。

对新账相关财务会计科目
进行调整后的科目余额汇总表 单位：元

注：资产类科目中，除“坏账准备”“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和“无形资产累计摊销”为贷方余额外，其余均为借方
余额；负债类与净资产类科目均为贷方余额。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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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

“资金结存”科目。A事业单位“非财政补助结转”科

目余额为5万元，新旧制度转换时，A事业单位新账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余额应当按照原账“非财政

补助结转”科目余额登记为 5万元，同时将 5万元登

记在新账“资金结存——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三）“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1. 登记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新制

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经核查，A事业单位“事业基金”科目余额

为2895600元，新旧制度转换时，A事业单位新账“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应当按照原账“事业基

金”科目余额登记为2895600元，同时，将2895600元
登记在新账“资金结存——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2. 调整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和“资金结

存”科目余额。

（1）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单

位应当对原账中“预付账款”科目余额按性质分为三

类，即：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

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

额，并依据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对非

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进行调整。经核查，A事业单位

预付账款 1万元全是由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

付，所以应将这 1万元登记在新账“非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的借方，同时登记在新账“资金结存——货

币资金”科目的贷方。

（2）调整存货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单位应

对购入的存货进行分类，按使用资金的来源分为财

政补助资金、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和非财政补助非

专项资金，并依据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的金

额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进行调整。经核查，A事

业单位有2万元存货是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购入的，所以应将这2万元登记在新账“非财政拨款

结余”科目的借方，同时登记在新账“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科目的贷方。

（3）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

响。单位应对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按取得

方式分为现金资产取得和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

得，并依据现金取得的金额对非财政拨款结余进行

调整。经核查，A事业单位长期股权投资中有 10万

元是以现金方式取得，则应将这 10万元登记在“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借方，同时登记在“资金结存

——货币资金”科目的贷方。

（4）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

响。如表 3所示，A事业单位长期债券投资有 52500
元，应对非财政拨款结余进行调整，将52500元登记

在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借方，同时登记在

新账“资金结存——货币资金”科目的贷方。

（5）调整短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如

表 3所示，A事业单位短期借款有 2万元，应对非财

政拨款结余进行调整，将2万元登记在新账“资金结

存——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同时登记在新账“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贷方。

（四）“专用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

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衔接时，单位应对原账“专用

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析，经核查，A事业单位原账

“专用基金”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

成的金额有 5万元，则应将这 5万元登记在新账“资

金结存——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同时登记在新账

“专用结余”科目的贷方。

四、结束语

事业单位新旧制度衔接的工作比较复杂，需要

将原账中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类科目按新制度的规

定登记新账中的财务会计科目和预算会计科目。由

于原账中收入和支出类科目年末已进行结转，并无

余额，因此事业单位不需要进行转账处理。此外，本

例中为了简化分析，未考虑原未入账的事项，并在调

整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以及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

“资金结存”科目余额时也适当进行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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