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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其他货币资金是指合作社

除库存现金、银行存款以外的其他各

种货币资金。包括外埠存款、银行汇

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等。

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

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在经营活

动中涉及使用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

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

证保证金存款等各种其他货币资金，

需要单独进行核算的，可增设“其他

货币资金”科目（科目编号109）进行

核算。

本科目属于资产类科目，借方登

记其他货币资金的增加数，贷方登记

其他货币资金的减少数，期末余额

在借方，反映合作社实际持有其他

货币资金的余额。本科目可按银行

汇票或本票、信用证的收款单位，以

及外埠存款的开户银行，分“银行汇

票”、“银行本票”、“信用卡”、“信用

证保证金”、“外埠存款”等进行明细

核算。

合作社增加其他货币资金时，借

记“其他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银行

存款”等科目；合作社减少其他货币

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固定资

产”、“产品物资”等科目，贷记“其他

货币资金”科目。

一、外埠存款核算

外埠存款，是指合作社到外地进

行临时或零星采购时，汇往采购地银

行开设采购专户的款项。

合作社汇出款项时，须填写汇款

委托书。汇入银行对于汇入的采购款

项，按汇款单位开设采购专户。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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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存款只付不收，款项付完后结束

账户。

合作社委托当地开户银行汇款给

采购地开立专户时，借记“其他货币

资金—外埠存款”科目，贷记“银行

存款”科目；合作社收到采购员交来

的购货发票，按购货金额，借记“固

定资产”、“产品物资”等科目，贷记

“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科目；

采购员完成了采购任务，将多余的外

埠存款转回当地银行时，合作社应

根据银行的收账通知，借记“银行存

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外埠

存款”科目。

【例1】某合作社为购买1台不需安

装的机械设备，在异地开设临时存款

账户，并转入资金80000元。在购买机

械设备时支付78000元，剩余款项转回

开户行。

（1）合作社将款项存入临时存款

账户时，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80 000

贷：银行存款 80 000

（2）合作社支付购买机械设备款

时，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机械设备

 78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78 000

（3）合作社将余款转回开户行

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2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外埠存款

 2 000

二、银行汇票存款核算

银行汇票存款是合作社为取得

银行汇票，按照规定存入银行的款

项。

合作社向银行提交“银行汇票委

托书”并将款项交存银行，取得银行

汇票时，应当根据银行盖章的委托书

存根联进行核算。借记“其他货币资

金—银行汇票存款”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合作社使用银行汇

票后，应根据发票账单及开户行转来

的银行汇票第四联等凭证进行核算，

借记“固定资产”、“产品物资”等科

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存

款”科目；银行汇票使用完毕，应转销

余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

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存款”科目；如

银行汇票因超出付款期限或其他原因

未曾使用而退回，则合作社收款时，借

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货币

资金—银行汇票存款”科目。

【例2】某合作社在某银行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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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大于80000元，为采购某商品，现要

求银行办理银行汇票，合作社在填送

银行汇票委托书后，取得银行汇票。

合作社使用银行汇票采购80000元某

商品。

（1）取得银行汇票时，根据银行

盖章的委托书存根联，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80 000

贷：银行存款 80 000

（2）合作社使用银行汇票时，根

据发票账单及开户行转来的银行汇票

有关副联等凭证，会计分录为：

借：产品物资—某商品                

 80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80 000

【例3】接【例2】，合作社使用银

行汇票时：

（1）如果合作社在实际采购时，

只耗用78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产品物资—某商品        

 78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78 000

同时转销余款：

借：银行存款 2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2 000

（2）如果合作社因超过付款期限

或其他原因未曾使用而退还银行，则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80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80 000

三、银行本票存款核算

银行本票存款指合作社为取得

银行本票按规定存入银行的款项。

合作社向银行提交“银行本票申

请书”并将款项交存银行，取得银行

本票时，应根据银行盖章返回的申请

书存根联进行核算，借记“其他货币

资金—银行本票存款”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合作社持银

行本票购货，收到有关发票账单时，

借记“固定资产”、“产品物资”等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如合

作社因多余或本票超过付款期等原

因未曾使用而要求银行退款时，应

根据银行收回本票时盖章返回的一联

进账单，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

“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存款”科

目。

【例4】某合作社为采购某商品，

向银行提交“银行本票申请书”并将款

项交存银行，取得银行本票40000元。

合作社使用银行本票采购40000元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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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1）合作社取得银行本票时，根

据银行盖章返回的申请书存根联，会

计分录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本票存款 40 000

贷：银行存款 40 000

（2）合作社持银行本票购货，收

到有关发票账单时，会计分录为：

借：产品物资—某商品                

 40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40 000

【例5】接【例4】，如果合作社

持银行本票购货时，实际采购只耗用

35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产品物资—某商品       

 35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本票存款 35 000

合作社退回多余本票给银行时，

根据银行收回本票时盖章返回的一联

进账单。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5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汇票存款 5 000

注意：本票存款实行全额结算，

本票存款额与结算金额的差额一般采

用支票或其他方式结清。 

四、信用卡存款核算

信用卡存款是指合作社为取得信

用卡按照规定存入银行信用卡专户的

款项。

合作社申领信用卡，按规定填制

申请表，并按银行要求交存备用金，

银行开立信用卡存款账户，发给信用

卡。合作社根据银行盖章返回的交存

备用金的进账单，借记“其他货币资

金—信用卡存款”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科目。

合作社用信用卡购物或支付有

关费用时，在收到开户银行转来的信

用卡存款的付款凭证及所附发票账

单，经核对无误后，借记“固定资产”、

“产品物资”、“管理费用”等相关科

目，贷记“其他货币资金—信用卡存

款”科目。

【例6】某合作社在某信用社申请

领用信用卡，按要求于3月8日向信用社

交存备用金5万元。3月10日使用信用卡

支付2月份的电话费2000元。 

（1）合作社交存备用金，开立信

用卡时，根据银行盖章返回的进账单

第一联，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卡存款  50 000 

贷：银行存款 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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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社用信用卡支付电话

费，在收到开户银行转来的信用卡存

款的付款凭证及所附发票账单，经核

对无误时，会计分录为：

借：管理费用 2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卡存款 2 000

五、信用证保证金存款核算

信用证保证金是指采用信用证结

算方式的合作社为取得信用证而按

规定存入银行信用证保证金专户的款

项。

合作社向银行交纳保证金，根据

银行返回的进账单第一联，借记“其

他货币资金—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根据开证

行交来的信用证来单通知书及有关

单据列明的金额，借记“产品物资”、

“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其他货币

资金—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科目。

 【例7】某合作社要求银行对境

外销售机构开出信用证80000元，半月

后收到境外销售机构信用证结算凭证

及所附发票账单78500元。

（1）合作社开出信用证时，根据

银行盖章返回的“信用证申请书”回

单，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证保证金 80 000

贷：银行存款 80 000 

（2）根据供货单位信用证结算凭

证及所附发票账单报销时，会计分

录为：

借：产品物资 78 5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证保证金 78 500

（3）合作社将余款转回开户行

时，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1 5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信用证保证金 1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