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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兼与损益表债务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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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和损益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都是业务权益理论 ,但侧重点不同。损益表债务法注

重时间性差异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注重暂时性差异。在确认财务报表项目时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损益表债务法

顺序完全相反。我国制定所得税会计具体准则时 ,应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关键词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损益表债务法;暂时性差异;时间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 ] F231.1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4 4833(2006)01 0065 03

　　国际会计准则第 12号(IAS12), 是规范财务报表中

如何反映所得税核算与报告的准则。该准则自 1979年颁

布 , 并于 1996年 、 2000年两次修订。以修订后的 IAS12为

标志 , 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进入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

时代 , 原来的递延法与债务法(有时称作损益表债务法)

已不再推崇。但我国现行的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仍停留

在应付税款法 、递延法 、债务法(损益表债务法)并行的现

状。考虑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 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

例接轨的必然趋势 ,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作一探讨 , 以规范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发展。

一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和损益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都是

业主权益理论 , 即认为对企业收益的计量就是对业主权

益的计量 , 其递延税款都代表着未来应付或应收的所得

税。但两者侧重点不同。损益表债务法依据 “收入 /费用

观”定义收益 ,侧重时间性差异 , 将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

得税的影响看作是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则用 “资产 /负债观”定义收益(全面收益观), 注

重暂时性差异 , 是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原因出发 , 分析暂

时性差异的内容以及对期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因此 ,

剖析暂时性差异是我们研究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切

入点。

修订后的 IAS12用暂时性差异取代了时间性差异这

一概念。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虽然都是指差异的时

间性 ,但两者内涵不同。暂时性差异是指在资产负债表

中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额与其税基(计税时应归属

于该资产或者负债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具体地讲:一项

资产的税基是指按照税法的规定 , 该项资产在销售或使

用时 ,允许作为成本或费用在税前列支的金额。例如 ,企

业存货总额为 100万元 , 当年计提了 20万元的存货跌价

准备 ,则该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80万元。由于该存货未来

作为成本或费用在税前列支的金额为 100万元 ,即存货的

税基为 100万元 ,因此有 20万元的暂时性差异产生。一

项负债税基是其账面金额减去该负债在未来期间可税前

列支的金额。例如 , 企业预提下年度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10万元 ,则预提费用的账面价值为 10万元。 由于这 10

万元的预提费用在下一年实际支付利息时才可税前列

支 ,所以该项流动负债的税基为 0(10万元账面金额减去

该负债在未来期间可税前列支的金额 10万元), 此时 ,存

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0万元。可见 , 暂时性差异的确认

方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资产负债的账面金额与其

税基之间的差额来确认 , 强调的是差异的内容 , 其目的在

于使资产负债表的递延税款余额更富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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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差异是指因收入或费用项目在税法和会计上归

属于不同期间而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之间的差

异。其确认方法是采用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间的差

额来确认,注重的是差异的形成与差异的转回。如企业的开

办费 50万元 ,会计一次性转入本期损益, 而税法要求分期摊

销 ,归属本期的费用为 10万元,则存在 40万元的时间性差异

待以后转回。由于收入和费用必然归属于不同期间的资产

或负债 ,结果所有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异;但有些暂时

性差异则不是时间性差异。例如 ,暂时性差异还可以在以下

情况下产生(1)子公司 、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尚未将其全部

利润分配给母公司或投资者;(2)资产被重估但计税时不作

对应调整;(3)企业购并的成本按购入的可区分资产和负债

的公允价值予以分摊但计税时不作对应调整;(4)构成报告

企业营业的组成部分的国外营业的非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按

历史汇率折算;(5)非货币性资产和负债按《国际会计准则 29

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报告》的要求予以重述;(6)初始确认

时 ,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余额不同于其初始税基 ,这些不

属于时间性差异,但属于暂时性差异 [1]。

二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方法

由于损益表债务法侧重于损益表 , 认为损益表是一

种最容易理解的受托责任报表 , 因此用 “收入 /费用观”定

义收益 , 强调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的配比 , 用公式表示就

是:收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得 -损失 。为了计

算净收益 , 就需汇集包括在税前会计收益中的所有收入

和费用的所得税影响 , 并以所得税费用列示在损益表上 ,

递延所得税是所得税费用与应交所得税相对比的结果。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侧重于资产负债表 , 认为资产负债表

是一种最可能提供信息的决策有用报表。因此用 “资产 /

负债观”定义收益 , 从而提出了 “全面收益”的概念 , 用公

式表示就是:期末净资产 -期初净资产 -本期业主投资

和分派业主款(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 6号财

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全面收益的概念)[ 2] 。这要求收益的

定性与定量(包括所得税费用)都要服从于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 、负债等概念框架结构的要求。因此 ,在确认财务报表

项目时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损益表债务法顺序完全相反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首先确定资产负债表期末递延所得税

资产(负债),然后倒挤出损益表当期所得税费用。其计算

公式为:当期所得税费用 =当期应纳税款 +(期末递延所

得税负债 -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

产 -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而损益表债务法则是首先计

算当期所得税费用, 其计算公式为:当期所得税费用 =会计

收益 ×适用所得税税率 +税率变动对以前递延税款的调

整数, 然后根据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应纳税款之差额 ,倒挤出

本期发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举例如下:

某公司 2001年初购进价值 10000元的设备 , 该资产

有效使用期限为 4年(期满无残值), 税法规定用直接线

法计提折旧 , 而公司采用年数总和法。假设该公司每年

税前会计利润为 8000 元 , 2001 年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30%, 2002年以后改为 40%。

表 1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定每期递延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

项目 /年末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会计折旧(1) 4000 3000 2000 1000

税法折旧(2) 2500 2500 2500 2500

账面价值(3)(账面原价 -累计会计折旧) 6000 3000 1000 0

税基(4)(账面原价 -累计税法折旧) 7500 5000 2500 0

累计暂时性差异(5)=(3)-(4) (1500) (2000) (1500) 0

税率(6) 30% 40% 40% 40%
当期应纳税(7) 2850 3400 3000 2600

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8) 0 450 800 600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9) 450 800 600 0

当期所得税费用(10)=(7)+(8)-(9) 2400 3050① 3200 3200

表 2　损益表债务法确定每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

项目 /年末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会计折旧 4000 3000 2000 1000

税法折旧 2500 2500 2500 2500

时间性差异 (1500) (500) 500 1500

税率 30% 40% 40% 40%
所得税费用 2400 3050 3200 3200

应纳所得税 2850 3400 3000 2600

本期递延所得税 450 350 (200) (600)

·66·

① 说明:2002年所得税费用 =8000×40%-1500×(40%-30%)=3050



三 、 对我国所得税会计发展的探究

1.我国财政部于 1994年 6月 29日发布了《企业所

得税会计处理的暂时规定》, 该规定从业主权益理论出

发 , 将所得税费用化 ,使我国所得税会计开始与国际会计

惯例接轨 , 但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下 , 允许选用应付税款法

和纳税影响会计法。选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时 , 建议采用

递延法 ,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采用债务法。这虽适应了我

国实业界会计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 , 但众多方法选择影

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一

些发达国家正致力于减少会计选择 , 以提高会计信息的

质量。同时 , 鉴于所得税支出对收益的重要影响 , 选择一

种统一 、规范 、易操作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2.在众多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中 , 应付税款法由于

不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 不符合权责发

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 , 势必要遭淘汰。同时 ,债务法相对

递延法更科学 , 按照债务法确认的递延税款更符合资产

和负债的实际。但比较一下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和损益表

债务法 , 笔者以为我国应考虑借鉴使用适用性强的资产

负债表债务法 , 这在理论上和实务中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理论上 , 资产负债表确认的费用(包括所得税费用)不

仅符合资产负债表复位的潮流以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结

构 , 而且克服了 “配比原则有时不能为何时确认费用提供

标准”这一缺陷。在实务中 ,选择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不仅

是我国加入 WTO后 ,会计准则面临的与国际惯例协调的

需要 , 而且也是现行会计制度中存在大量的暂时性差异

的客观需要。例如 , 2001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要求

企业计提八项资产减值准备;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

的资产计价采用账面价值法;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确

定长期投资成本;允许企业预提负债等 , 这些已经带来了

许许多多非时间性差异的暂时性差异。 如果因为损益表

债务法逐渐为我国会计人员所接受而抛弃更有现实意义

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 显然是欠妥当的。

3.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的目标不同 , 会计上有关会

计要素的计量与税法确认的税基存在差异是必然的 [ 3] 。

我国陆续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和 2001年实施的新的会计

制度扩大了这种差异 , 目前的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格式及填列方法 , 也显示出了税法与会计的 “独立

性”。但是 , 目前我国会计与税法过度分离的现状一方面

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和成本 , 另一方面给会计核算也

带来了不便(企业会计要设立众多台帐来反映其差异)。

笔者认为 ,当务之急 ,我国企业所得税政策应乘内外资企

业所得税即将合并之际 , 尽可能做出一些协调调整;同

时 ,尽快出台我国所得税会计具体准则 , 在制定相关准则

的过程中 , 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界在这方面的最

新动向 ,另一方面应基于本国实际情况 , 在借鉴吸收国外

先进成果时 ,加强我国会计人员素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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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sonthetimingdifferences.Whenconfirmingtheprojectoffinancialsheet, twomethodsordersarejustopposite.Ifthe

balancesheetliabilitymethodisusedintheaccountingstandardofincometaxinChina, itwillhavegreatsignificancebo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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