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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会计处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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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了规范企业合并会计信息的披露，本文主要从合并会计处理的方法选
择、合并范围与合并日期的确认等方面探讨了合并会计处理中盈余管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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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财政部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

一、通过选择会计核算方法进行盈余管理

企业合并》
（财会［２００６］３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３

企业合并的会计核算方法有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两

号—合并财务报表》
，
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看，
企业
合并可以分为三种，
即吸收合并、
新设合并和控股合

种，
对于这两种方法的使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持有争议。
２００６ 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前，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

并。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企业合并〉
应用指南》

规定》
（财会［１９９５］第１１号）
《
、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

给这三种合并方式下了定义：吸收合并是指合并方

问题暂行规定》
（财会字［１９９７］第３０号）
以及有关复函

（或购买方）通过企业合并取得被合并方（或被购买

均没有明确合并应该采用购买法还是权益结合法，
但

方）的全部净资产，合并后注销被合并方（或被购买

从规范内容来看，
我国允许企业所采用的合并会计处

方）的法人资格，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原持有的

理方法实质上是购买法。
而２００６年颁布的
《企业合并》

资产、负债，在合并后成为合并方（或购买方）的资

准则将企业合并分为两类：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和非同

产、
负债；新设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后法

一控制下的合并，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采取了购

人资格均被注销，
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的企业；控股

买法，对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则采取了权益结合法。

合并是指合并方
（或购买方）
在企业合并中取得对被

在不涉及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购买法和权益结

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被合并方（或被购

合法一般不影响企业对外报告的现金流量，
但是它们

买方）在合并后仍保持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并继续经

对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以及相关财务指标有着明显不

营，合并方（或购买方）确认企业合并形成的对被合

同的影响，它们的区别如下：

并方（或被购买方）的投资。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的

第一，
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实质是多个会计主体合并形成一个会计主体，
只涉及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购买方按照公允价值

合并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属于《企业合并》准则的

对出售方的资产、
负债和净资产重新进行计量，
而权

范畴。
而控股合并是通过控股形成母子公司关系，
按

益结合法只以账面价值入账，如果资产重估有增值，

照
《长期股权投资》
准则的规定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

那么购买法记录的资产价值高于权益结合法；
（２）
合

计量，其中初始投资成本是按照《企业合并》准则确

并方支付的购买价格
（付出的资产、
发生或承担的负

定的合并成本计量，
而后续计量则应采用成本法进行

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与被购买方可

核算。同时，母公司应依据《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编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购买法应该确认为

制合并财务报表：首先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

商誉（负商誉确认为当期损益）
，而权益结合法不确

期股权投资，
然后按照不同的控制关系，
选择采用购

认；
（３）从合并报表的角度看，如果采用发行股份方

买法或权益结合法合并报表。

式实行合并，
购买法要求按换出股份的市场价格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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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加计到投入资本
（股本与资本公

产重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２００１）指

积）
，但不确认被并企业的留存利润，而权益结合法

出的那样，
权益结合法下被合并的企业评估价值高于

则按被并企业的账面总额合并投入资本，
被并企业的

或低于账面价值为未来的盈余管理留下了很大空间。

留存利润也全数并入。

为达到既定的利润目标，
主并企业可以出售或处置部

第二，
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对利润表的影响主要

分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获得即时利润。
在合并后迅速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购买法仅将合并日后被并

处置被合并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资产以制造企业合

购方实现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
而权益结合法则将参

并带来业绩显著提升的假象。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企

与合并另一方整个年度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
因此采

业合并不论是采用权益结合法还是购买法，
都可能导

用权益结合法在合并当年确认的利润要高于购买法；

致上市公司在利益驱动下进行会计操纵。①

（２）购买法以公允价值记录被合并方的资产和负债，

１． 购买法下经常采用的会计操纵方法主要有：

而权益结合法则按照账面价值确认，
在通货膨胀的情

（１）
操纵重组准备和预计负债。
根据或有事项准则的

况下，购买法比权益结合法记录的资产的价值更高，

规定，
企业合并时，
可以在购买方账上确认重组准备

而未来会计期间所确认的资产折旧和摊销就更多，
这

以及预计负债等或有负债，
负债增加意味着被购买方

将降低合并方未来的盈余；
（３）
购买法需要确认商誉，

可辨认净资产减少，
也就是商誉的增加，
由于负债转

而权益结合法不需要确认，当交易产生正商誉时，如

回可以增加以后年度利润，
而商誉减值计提主观性较

果需要摊销商誉，同样也会减少未来会计期间的盈

强，一些公司可能会将重组准备等在以后年度转回，

余，但是如果产生的是负商誉，按照目前的会计准则

或将合并后被并购企业发生的日常经营费用冲减合并

将确认为当期损益，增加当期的盈余。因此，综合来

时蓄意多提的重组准备和预计负债，
以此增加并购后

看采用权益结合法核算的盈余通常会高于购买法。

整个企业集团对外报告的经营业绩。
（２）
操纵商誉和

第三，
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对财务指标的影响是不

资产减值。
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
商誉不再定期

同的。在权益结合法下，利润较高，股东权益较低，净

摊销，
而应定期进行减值测试，
由于商誉减值计提有

资产收益率（ＲＯＥ）和每股收益（ＥＰＳ）通常也较高。
而在购

弹性，
可提也可以不提，
所以准则规定商誉减值测试

买法下，利润较低，股东权益较高，ＲＯＥ和ＥＰＳ一般也

不得转回；但是，购买方在分配合并成本时，可以将

较低。
如果出现负商誉或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
则结

商誉抬高，
虚减资产或虚增负债以形成秘密准备，
以

果正好相反。此外，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如资产负债

备在以后期间释放。
（３）操纵收入和费用确认时点。

率、
流动比率在购买法下往往优于权益结合法，
主要原

在购买法下，
被并购企业购买日后的收入、
成本费用

因是被并企业的负债评估后的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往

和利润才可并入购买方的报表。
这意味着，
购买日前

往不大，
但资产的评估价值往往高于账面价值。

被并购企业的利润与购买方无关。
同样地，
购买日前

可见，
采用权益结合法往往会对当期利润的提高

被并购企业发生的亏损不会影响到购买方的业绩。
因

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会使上市公司在以后若干

此，
上市公司在并购谈判即将完成之际，
要求被并购

期连续受益，
在允许权益结合法存在的情况下，
上市

企业将本应确认的收入推迟到购买日后，
将本应该在

公司自然会倾向使用权益结合法，
并通过适当的安排

购买日后确认的成本费用提前到购买日前确认，
从而

使交易符合权益结合法使用的前提条件。据统计，

将被并购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购买日后确认，
增加了购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 年间，在美国超过 １ 亿美元的大

买日合并报表上所体现的经营业绩。

宗合并业务中，
采用权益结合法的比例明显高于购买

２．利用权益结合法操纵利润的手段。
（１）
突击进

法。１９９８年清华同方吸收合并鲁颖电子，２００３年９月

行报表重组。
与购买法相反，
采用权益结合法反映企

３０日，
ＴＣＬ集团公司ＩＰＯ的同时通过换股吸收合并ＴＣＬ

业合并时，
将被合并企业在合并日之前的收入、
成本

通讯，
第一百货与华联商厦两家已上市的公司实现吸

费用和净利润纳入合并方的合并报表，
即使合并日是

收合并，
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权益结合法作为企业合并

会计年度的最后一天也是如此。
为此，
一些陷入困境

的会计核算方法。正如财政部《企业改组、兼并与资

（如面临着连续 ３ 年亏损或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再融

①

黄世忠、郑朝晖《后股改时代上市公司粉饰报表手法大揭秘》
，
《新理财》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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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要求）的上市公司，在会计年度即将结束前，突击

将其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
这

进行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向集团公司收购其控制

实际上是取消了之前的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
设

的其他非上市公司，
并将被合并的非上市公司全年的

定的除外情况，即“在母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

利润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
从而逃脱其股票被终

下列子公司可以不包括在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止上市交易或勉强维持其再融资资格。
（２）处置被低

之内：
（１）已关停并转的子公司；
（２）
按照破产程序，

估资产。
在权益结合法下，
被合并企业可辨认的资产、

已宣告被清理整顿的子公司；
（３）
已宣告破产的子公

负债和净资产均继续沿用账面价值，
不得按公允价值

司；
（４）
准备近期售出而短期持有其半数以上的权益

重新计量，即使被合并企业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公

性资本的子公司；
（５）
非持续经营的所有者权益为负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存在重大差异也是如此。
根据这一

数的子公司；
（６）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他管制，资

规定，
采用权益结合法反映企业合并的上市公司往往

金调度受到限制的境外子公司”
。
此外，
《企业会计准

在合并后，
迅速处置被合并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资

则第３３号——合并财务报表》
应用指南进一步指出，

产，据此制造企业合并带来业绩显著提升的假象。

“母公司控制的特殊目的主体也应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
尽管相关的规定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子

二、利用合并范围变更提升利润

公司作出了较为严格的界定，但是上市公司仍然可

合并会计报表是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形成的企业集团

以通过改变对子公司的投资比例来实现对合并范围

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的综合反映，
企业

的管理，进而达到管理盈余的目的。

集团的财务状况取决于母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的财务状况。
因此，
如果能够对合并范围加以选择，
比

三、通过合并日进行盈余管理

如把亏损公司从合并报表中剔除，
把高盈利投资公司并

对于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如果采用权益结合

入合并报表范围，
就可以对企业集团的盈余进行提升。

法，
被合并方当年的全部利润都可以合并到存续方的

１９９２ 年ｌ１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企

报表中；但如果采用购买法，
则只有购买日后的利润

业对外投资如占被投资企业资本总额半数以上，或

才能进入合并报表，
购买日前实现的利润并不能为合

者实质上拥有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应当编制合并

并方作出任何贡献。
因此，
合并日的确定对采用权益

会计报表。
”此后，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则进一

结合法的交易没有太大影响，
但对采用购买法的交易

步明确了合并范围的标准，指出母公司在编制合并

则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交易采用购买法，
那么合

会计报表时，应当将其所控制的境内外所有子公司

并方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快交易进程，
这样合并日的日

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范围，同时给出了合并范围的

期会相对靠前，
被合并方更多的利润可以被合并到存

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
数量标准指出：拥有被投资公

续企业的报表中；另一方面，
合并双方也可能将被合

司 ５０％ 以上的有投票表决资本的子公司应该纳入合

并方的收入尽量安排到合并日后予以确认，
这样可以

并范围；质量标准为母公司对于被投资企业虽然不

使被合并方更多的利润合并到存续企业的报表中。

持有其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但由母公司实际控

对于合并日的确定，
在新会计准则出台前的相关

制的子公司应该纳入合并范围，同时列举了几种实

规范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企业兼并有关会计

际控制的情况。
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为了防止滥用质

处理问题暂行规定》中提到“在产权转让成交后，应

量标准进行盈余管理，因为质量标准的主观性要大

编制兼并成交日的资产负债表”
，
但是并没有详细规定

于数量标准。２００６ 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已经注意到

如何确定成交日，
这为实际操作中利用合并日进行盈

上述弊端，并对此做了相应调整，指出：
“合并财务

余管理留下了空间。对此，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０号—

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
，
对于

企业合并》
应用指南指出，
“企业应当在合并日或购买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

日确认因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负债。按照本准则第

以上的表决权的，如果有证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

五条和第十条规定，
合并日或购买日是指合并方或购

被投资单位的，
可以不纳入合并范围。
新会计准则关

买方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

于合并范围的另一个较大调整是规定“母公司应当

即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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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转移给合并方或购买方的日期”
。
并指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通常

税收筹划的
宏观经济效应

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１）企
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
过。
（２）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３）
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
产权转移手续。
（４）合并方或购买方
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
（一般应

◆ 王家永

田

雷

超过 ５０％）
，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
付剩余款项。
（５）合并方或购买方实
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享有相应的利
益、承担相应的风险。也就是说，在
判断确定合并日时，
合并方或购买方
以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净资产和经营
的控制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
移，
并且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购
买公司为标志。可见，
新会计准则不

内容提要：近年来，税收筹划问题在我国理论
界和企业界备受关注，现已成为新的热点问题
之一。本文在界定税收筹划概念基础上，从税
收筹划对社会总产出和资源配置、对社会总福
利及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税收
筹划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关键词：税收筹划

宏观经济效应

仅明确了合并日确认的必要条件，
而
且遵循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这必
然限制了利用合并日进行盈余管理的

对税收筹划宏观经济效应的考察，
可以从税收筹划对社会总产出
和资源配置的影响、
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及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三

空间。

方面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政府资源配置职能本应属于微观分析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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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筹划的基本界定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现行税法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
下，在实现自身整体发展战略的条件下，通过对涉税事项的预先安
排，减轻自身实际税负，并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或价值最大
化的经济活动。其本质特征有三：一是合法性。不仅仅限于“不违
法”的层面，还具有不违反税收“立法精神”的内涵，那些公开利
用税法漏洞而进行的避税操作，不应归属于税收筹划的范畴，即便
是所谓的“合理避税”
，由于其违背了税收的“立法精神”
，也不应
包含在税收筹划的范畴之内。二是事先性。税收筹划要求纳税人必

年第 １ 期。

须对涉税活动或者涉税事务进行事先的规划与安排，
否则就不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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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筹划”
。因此，纳税义务发生后，纳税人再通过所谓的“巧
妙设计与安排”来改变涉税属性，进而减少其应纳税款的行为，应
归类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
，属于典型的“偷税”行为，不属
① 蒋 洪《财政学教程》
，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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