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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准则的几点思考
海小龙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ej.v3i5.566
[摘 要] 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我国2017年7月5日修订并发布了新收入准则,其在收入确认时
点、模型、明确特定交易的收入确认和计量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从新旧收入准则确认计量、账
务处理两方面的对新旧收入准则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对初学者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 收入准则；账务处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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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软件开发公司2019年6月15日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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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2)：标准安装服务；(3)：18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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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付款时间与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之间

结如下：第一步：识别合同,合同为软件

司于2019年6月30日软件安装调试完毕,

存在时间差,且合同交易价格与现销价

许可活动；第二步：识别合同中的单项

该服务为标准安装服务,不涉及对软件的

格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需要判断是否在

履约义务,合同包含软件许可权、标准安

重大修订。该安装服务亦经常由其他企业

重大融资成分；第三种、客户支付的对

装服务、18个月售后技术支持服务三项

提供。甲公司向其他客户单独销售上述项

价为非现金形式,如以实物资产、无形资

单项履约义务；第三步：确定交易价格,

目,该软件许可的单独售价为150万元,标

产等作为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对价；第四

交易价格为200万元；第四部：将交易价

准安装服务的单独售价为10万元,18个月

种、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时,需要单独

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软件许可权、

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的单独售价为90万

向客户或与合同无关的第三方支付对价,

标准安装服务、18个月售后技术支持服

元。此案例中不考虑相关税费。

一般需要将其冲减交易价格。案例中,

务分摊的交易价格分别为120万元、8万

2.2.1旧收入准则下的账务处理。A

软件许可权、标准安装服务、18个月的

元、72万元；第五步：履行每一单项履

公司2019年6月15日收到客户支付货款

售后技术支持服务构成的合同,其交易

约义务时确认收入,故,交付软件确认

时,借记“银行存款”,贷记“预收账款”,

价格总计200万元(不含税)。

120万元收入,安装完成确认8万元收

金额均为500 000。于2019年6月30日安

第四步：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

入,2019年提供6个月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装调试完毕时确认收入200万元,不区

履约义务。如果合同中包含多个单项履

共确认24万元收入,2020年提供12个月

分软件销售、软件安装、售后服务。账

约义务,企业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

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工确认48万元收入。

务处理：借记“预收账款”、
“银行存款”,

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的比例分配交易价

新旧准则的会计处理对比(单位：万元)

贷记“主营业务收入”金额依次为

格。案例中,合同交易价格总额为200万

500000、1760000、2000000。

元,将200万元按比例分配至上述三项单

2.2.2新收入准则下的账务处理。新

项履约义务中。软件许可权、标准安装

收入准则是按照五步法模型进行收入确

服务、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单独售价比例

认。第一步：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企

分别是150万元、10万元、90万元,共计

业在识别合同时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第

250万元。上述各单项履约义务比例分别

一,根据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和实操环境

150/250*100%=60%,10/250*100%=4%,90

分析判断该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是

/250*100%=36%。故,分摊的交易价格依

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根据履行合同

次为120万元、8万元、72万元。

交易或事项
收到客户预付款

新准则的会计处理

旧准则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

借：银行存款 50

贷：合同负债 50

贷：预收账款 50

借：合同资产 70
销售软件

合同负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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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识别单项履约义务的目的是,针对

案例中,软件许可权和安装服务属于某

多重交易的合同,不能将总合同的中的

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应于2019年将

金额总体进行确认,也不能只计入主要

其确认为收入；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属于

履约义务之中,应按具体单项履约义务

某一时段履行的履约义务,应在2019年

注：2019年履约进度=10/(10+30)*

分别确认。案例中包含三项单项履约义

确认6个月收入,2020年再确认12个月

100%=25%,2019年应确认收入=50*25%=

务：软件许可权、标准安装服务、18个

收入。故,2019年应确认的收入有软件

12.5(万元)。2019年应摊销合同取得成

月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许可权的120万元、标准安装服务的8

本=5 25%=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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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背景下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周莉
武汉科技大学恒大管理学院
DOI:10.12238/ej.v3i5.585
[摘 要] 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型社会,科技水平发展变化太快,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
争呈现白热化状态。综合国力的提升说到底是人才与知识储备的竞争,这样高等教育就凸显出了它的特
殊地位。党的十六大明晰了我国要走新的工业化道路,走人才强国战略。为顺应这一形势,我们的高校要
抓住这大好机遇,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会计专业人才。高校如何为社会培训有特色的会计人才
呢？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自己的高职会计教育培养模式。高职会计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层次,它的历史
和发展轨迹时间很短,在不断发展的新的社会要求面前,我们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还十分滞后。高职院
校应用型会计培育目标界限不清楚,专业布局还囿于会计学科体系,缺乏特色,实践技术水平不明显,教师
队伍体系与师资水平也存在问题,不能适应教学培养目标。在这种情形下,一种新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应用
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就应用而生。这种新模式充分发挥了高校和企业、行业之间进行资源共享整合,
改善教育环境,优化教育资源,培育与企业行业相匹配的,以适应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方式。产学
研结合培育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旨在寻求会计教育资源与社会目标相
互协调发展的最佳选择。高校培育创新型和应用型会计学专业人才,应积极采用产学研协同的方式进
行。为了尽快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此论文以产学研合作背景下的高校,应如何进行应用型
专业会计人员的教育培训,作了深度探索和剖析,并给出了要加大应用型高校会计学专业产学研双向合
作的建议与策略。
[关键词] 产学研结合；应用型会计培养模式；深度探索和剖析
中图分类号：R2-031 文献标识码：A
1 产学研合作理论依据

高度上,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

是走向产学研合作。目前,我国高职场院

高校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认知和

要性,产学研相互结合才是培育高职院

校应用型会计人才功能发挥还不完备,

校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最好方式。

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也不太符合实

建构需要提升到理论方面,只有理论层
面达到了,才有借鉴意义。从本质上来讲,

在世界职业教育领域最有成就的外

际。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走上产学

产学研结合的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国教育学者福斯特认为,高职院校产业

的建构是按照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为出发

教育的发展要从社会劳动力就业市场的

点的。当前,高校必须从马列主义的思想

实际需要出发,而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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