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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

更加深入和宽泛的层次规范了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核

算，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为两大不同

类型的金融资产，都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依据，可它们核

算过程的差异仅仅从准则的字面上看还是比较难以理解

的，下面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予以解析说明。

一、案例分析

20×3年8月20日，A公司以每股9元的价格从二级市

场购入乙公司股票5万股，支付价款45万元，另支付相关

交易费用 0.8 万元。20×3 年 9 月 20 日，甲公司又以每股 11
元的价格从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股票5万股，支付价款55
万元，另支付相关交易费用 1.2 万元。20×3 年 12 月 31 日，

乙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为每股18元（共计10万股）。

20×4 年 3 月 15 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分派的现金股

利 4 万元。20×4 年 4 月 4 日，甲公司将所持有乙公司股票

以每股16元价格全部出售，在支付相关交易费用2.5万元

后，实际取得款项157.5万元。

根据上述资料，不考虑所得税等其他因素影响，分别

把该经济事项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结合对准则的解读，详细分析二者核算过程的差异：

1. 初始确认（取得）时的差异。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限较短，持有目的明确，为了

近期在活跃市场上出售获利，因此，初始确认金额仅包括

买价，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一类

比较中性化的资产，很难明确它的持有期限，持有意图也

不明确。因此，它的初始确认就包括买价和交易费用，因

为这部分交易费用很难明确它的补偿期，所以交易费用

计入取得成本。

因此，20×3年8月20日和9月20日，如果确认为交易

性金融资产，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45+55），投资收益 2（0.8+1.2）；贷：银行存款 102。

如果确认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会计分录为：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102（45+55+0.8+1.2）；贷：银

行存款 102。

2. 持有期间的核算差异。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

都按公允价值计量，在每年年末，将它们的账面价值调整

为当时的市价，但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的金

额记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则记入资本公积。

因此，在 20×3 年 12 月 31 日，如果分类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80（180-1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80。

如果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分录为：借：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78（180-102）；贷：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78。

持有期间，分派股利属于持有收益，因为两者都以公

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因此，持有收益直接计入投资收

益，两者的会计处理是相同的。即，20×4 年 3 月 15 日，借：

应收股利4；贷：投资收益4。

3. 处置（出售）时的核算差异。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处置时，由于持有时间较短，直接

将处置收入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记入

投资收益。同时，转销整个持有期间已经确认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记入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原理与

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同，只不过是转销资本公积相关二级

科目的余额。

因此，20×4 年 4 月 4 日，按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会

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57.5，投资收益 22.5；贷：交易

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公允价值变动 80。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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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80；贷：投资收益80。

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

款 157.5，投资收益 22.5；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02、——公允价值变动 78。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78；贷：投资收益 78。

二、两类金融资产的核算差异

上面是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同一项业

务，分别界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跟

踪了它们的核算过程。下面，就核算过程的差异进行深入

剖析，见下表（金额单位：万元）

根据上表的计算结果，得出如下分析结论：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

时，计量的差异是交易费用的归属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初始成本仅是买价，不包括交易费用，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初始成本包括买价和交易费用。

2. 在持有期间，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都要在每个会计期间的期末（年末）按公允价值进行计

量，只是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的归属不同。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变化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也就是当期损

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化的金额记入资本公

积利得。将这种未实现的收益分别记入损益和所有者权

益，是两者核算过程最本质的差异。

但通过观察表中的第三行和第四行，可以看到，20×3
年末，两类金融资产当期损益和资本利得的变化数是相

同的。也就是说，由于两者计量属性的一致，所以在持有

期间的任何一个年末，两种类型下对当年的损益和利得

影响是相同的。而且在持有期间，已实现的收益两者的会

计处理也是一致的。

3. 将金融资产处置时，两者的核算模式也完全一致，

都是分两步，首先结转处置对价和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

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然后将持有期间未实现的损益结转

为以实现的损益。唯一的差别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未实现

的损益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归集，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在“资本公积”科目归集。

4. 观察表中的第 4 行和最后一行，可以看到，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处置时确认的投资收益

的差额刚好是初始确认时发生的交易费用2万元。作为交

易性金融资产核算时，2 万元的交易费用在 20×3 年就确

认了，体现在当年的投资收益账户的借方，因此从金融资

产的整个存续期间看，两种类型对损益的影响金额是一

致的，均为59.5万元。

5. 观察表中第 6 行的数字，计算 20×4 年该投资业务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交易性金融资产为-18.5 万元，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为 59.5 万元。两个数字的差异为

78 万元，刚好是 20×3 年影响当期损益金额的差额，见表

第3行。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核算过程完全一致，只不过在整个金融资产存

续期间（从购买到出售）的不同时点上，两者确认损益的

早晚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分步确认和计量损益，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是在最后出售环节确认和计量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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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时的会计
处理

交易性金融资产

45+55=100

18×10=180

-0.8-1.2+1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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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持有收益+（处置收
入-初始确认）=4+
157.5-100=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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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转移损益=收到转移对价+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累计利得-金融资产账
面价值

持有收益+（处置收
入-账面价值+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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