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STUDY

案例

C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的两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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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成本法下利润转投资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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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能确认投资收益增加；其次，Ｂ 公

得到体现。这样可能严重影响外部会计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没有做出分派利润

报表使用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日，Ａ 股份公布了

的决议，在其账户上没有体现出应付股

的了解与分析。因此，公司按照企业会

其 ２００２ 年年报。由于注册会计师出具了

利。第三，在准则和制度中宣告分派利

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根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

润应理解为被投资单位有权部门批准分

据重要性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

决定对公司股票临时停牌，并要求其重

派现金股利，只是由于时间差，投资单

Ｂ 有限公司决议并实施的利润转增资本

编报表。４ 月××日，Ａ 股份披露了重新

位尚未收到现金，此时体现应收股利账

视为宣告分派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

编制的新报表，随后，其股票恢复交易。

户，同时增加投资收益。不过，注册会

益，计入损益，并调增公司对 Ｃ 股份有

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与注册会计师、

计师也认为，虽然受限于相关规定不能

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监管部门对一笔投资收益的确认问题出

确认收益，但从实际情况看此部分股权

现了分歧。Ａ 股份持有 Ｂ 有限公司 ９．５％

权益增加是客观存在的。

资收益确认问题

Ａ 股份年报事件在我国颇具代表性。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公司常常将利润转

的股权，后者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整体变

Ａ 股份则认为，其对 Ｂ 有限公司的

成对被投资公司的再投资。此时投资方

更为 Ｃ 股份有限公司，Ａ 股份所持 Ｃ 股

累计投资成本为 １．７３ 亿多元，占母公司

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能否确认为投资

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仍为９．５％。Ａ 股

总资产的 １ ０ ％ 以上，占净资产的２ ９ ％ 。

收益呢？ 目前，会计制度对此没有明确

份 ２００２ 年度按所持股权比例对公司所享

并且，Ｂ 改制前的 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２ 年 １－７

规定。我们认为，严格来说，利润转投

有的 Ｂ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及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份产生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为４．３３ 亿，

资相当于股票股利。从理论上来说，被

７ 月累计未分配利润确认了投资收益，

公司按股权比例应分享２，８２１．８７ 万元的

投资公司派发股票股利，既不会减少其

金额共计人民币 ２，８２１．８７ 万元，并计入

收益，对公司的损益状况产生重大影

资产，也不会减少其所有者权益，但是

当期损益。负责 Ａ 股份年报审计的注册

响。公司如果对该事项不予以会计处

每股净资产降低了，表明股份稀释了；

会计师认为此种情况下不能确认投资收

理，公司对Ｃ 股份有限公司的账面投资

而投资公司既没有收到资产，也没有增

益。原因有三：首先，在 Ｂ 公司整体变

成本与实际所持股份之股本相差甚大，

加所有者权益，仅仅是股票数量增加

更情况下，１ ∶１ 转增股本相当于股份公

同时，投资 Ｂ 有限公司近两年的收益在

了，持股比例也未变化，即使股票除权

司的股票股利，只能确认数量上的变

不转让该公司股权的情况下，永远不能

后再填权，股票市值增加，但在股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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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前，仍属于未实现的增值，不能将

Ａ 公司每年要计提 ２２４．８６ 万元的投资损

益份额的差额（贷差） ，在未来期间内将

股票股利确认为一项收益。因此，国外

失以抵补该地块未来的增值。

形成收益，摊销期限应尽可能延长。目

的做法是，投资公司只在备忘录上登记

股权投资差额是指采用权益法核算

前，我国采用第三种方式，即股权投资

所增加的股票数，以表明每股投资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时，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

差额的摊销期限，合同规定了投资期限

的减少，在出售股票时，才根据出售价

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

的，按投资期限摊销；合同没有规定投

与长期投资的账面余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从理论上讲，初始投资成本高于应享有

资期限的，初始投资成超过应享有被投

但是，从 Ａ 公司年报事件案例可以

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可

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按

看出，利润转投资不能简单地套用股票

能是由于被投资单位按公允价值计算的

不超过 １０ 年的期限摊销，初始投资成低

股利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权益法下，当

所有者权益高于账面价值，也可能是由

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

被投资公司公布年报时，投资方即可确

于被投资单位具有未入账的商誉。在这

间的差额，按不低于１ ０ 年的期限摊销，

认投资收益并相应地调整长期投资价

种情况下，低估的资产或未入账的商誉

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值。这样，对于被投资公司的增值，投

在计提折旧、摊销费用等时，也按低估

本案例中，巨额长期股权投资差额

资方能够及时地在报表上反映出来。因

的资产价值确定其折旧、摊销费用，从

主要是由于对被投资单位所拥有的房地

此，利润转投资时不应进行会计处理，

而会虚增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和净资产，

产开发土地资产价值的低估所形成的，

否则，将造成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相应地在按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投资

其实质是对未来年度Ａ 环保将取得的房

的重复记录。而成本法下，一般不调整

企业的利润也同时虚增。如果初始投资

地产开发收益所支付的事前补偿。根据

长期投资价值，这样如果被投资公司长

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

收入配比原则，与取得的收入相关的所

期不分配现金股利，投资方就不能确认

份额，情况则正好相反。为简化起见，我

有支付成本应在取得收入的期间内同时

投资收益，并相应调整长期投资价值，

国现行会计制度不区分差额产生的原

确认。通常，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开发到

就会出现长期投资价值严重低估，从而

因，将其全部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在一

销售完成所经历的时间周期绝对低于 １０

影响对投资方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

定期限内分期摊销，以避免虚增或虚减

年，这样极可能出现当该地块的所有房

正确评估。同时，如果利润转投资不能

利润。

屋开发并销售完毕后，相应的长期股权
投资差额还有许多的剩余摊销年限，收

确认为收益，今后只有在转让股权时才

那么，股权投资差额应按多长期限

能体现收益，那么投资方的此项投资只

摊销呢？ 国际上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入成本的配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

有成本发生，而没有收益，将违背配比

第一，按资产的有效使用期限摊销。这

万一房地产业利润变薄，很可能支付的

原则；投资方的长期投资账面价值将与

种方法主要将股权投资差额的形成看作

巨额股权投资差额根本无法实现，１０ 年

实际在被投资公司所享有的权益存在重

是由于资产的低估或高估所致，因此如

的摊销期限显然过于漫长。因此，我们

大差异，将违背充分性原则。因此，我们

果属于折旧资产所产生的，就应当在折

认为，此类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由于可

认为，在成本法下利润转投资可以确认

旧资产的有效折旧期限内将差额平均摊

以容易地判别出是由于被投资单位资产

投资收益，并相应调整长期投资价值。

销；如果属于流动资产所产生的，就应

低估所造成，事实上直接采用上文介绍

案例二：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差

该于该资产出售时一次摊销。但如果差

的第一种方法，即按资产的有效使用期

额的形成是由各种不同类资产的低估或

限摊销更为合理。具体说，股权投资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Ａ 公司受让 Ｂ 有限公司

高估所致，实务操作中如何在不同资产

额的形成是由于对地块未来增值的预期

８０％的股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２９００ 万

中分摊差额并合理确定相应的有效使用

所形成，因此可根据实现原则，按房地

元，股权并购日 为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限存在一定的困难。第二，按规定的

产公司开发房地产的销售比例在项目销

股权购并日经审计确定的账面净资产乘

年限分期平均摊销。第三，对借差和贷

售期间内进行合理摊销，即：投资公司

额的摊销期限问题

差分别确定摊销期限。这主要是出于稳

本期应确认的股权投资差额摊销金额＝

算得应由 Ａ 公司享有的权益为 ６ ，

健性原则考虑。初始投资成本高于应享

被投资公司本期实现的房地产销售金额

５１３， ５８２．４２ｃ元，
享有权益与投资金额的

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借

×被投资公司本期实现的房地产销售金

差额２２， ４８６， ４１７．５８元列作股权投资差

差） 在未来期间内将形成抵减利润的因

额／被投资公司预期能够实现的总销售

额。根据 Ａ 环保的会计政策，股权投资

素，应尽可能减少摊销期限：而初始投

金额。

差额按 １０ 年摊销，计入损益。也就是说，

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以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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