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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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i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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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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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旧账务处理的案例对比
案例一：A软件开发公司2019年6月
15日与客户订立软件许可合同,合同总
价款200万元。内容包括：(1)为期两年
的软件许可权；(2)：标准安装服务；(3)：
18个月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客户于合
同签订当日支付合同价款50万元,A公司
于6月20日向客户发出商品。合同约定：
A公司必须在软件安装调试完毕后才有
权收取对价,客户与售后服务结束后支
付剩余货款。A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软
件安装调试完毕,该服务为标准安装服
务,不涉及对软件的重大修订。该安装服
务亦经常由其他企业提供。甲公司向其
他客户单独销售上述项目,该软件许可
的单独售价为150万元,标准安装服务的
单独售价为10万元,18个月的售后技术
支持服务的单独售价为90万元。此案例
中不考虑相关税费。
2.3旧收入准则下的账务处理
A公司2019年6月15日收到客户支付
货款时,借记“银行存款”,贷记“预收
账款”,金额均为500000。于2019年6月
30日安装调试完毕时确认收入200万元,
不区分软件销售、软件安装、售后服务。
账务处理：借记“预收账款”、“银行存
款”,贷记“主营业务收入”金额依次为
500 000、176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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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识别单项履约义务的目的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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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万元。上述各单项履约义务比例分别

步法模型,收入确认、计量和账务处理

项为期3个月的装修合同,合同约定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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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如下：第一步：识别合同,合同为

价款为50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45000元,

/250*100%=36%。故,分摊的交易价格依

软件许可活动；第二步：识别合同中的

装修费用每月按完工进度支付。甲公司

次为120万元、8万元、72万元。

单项履约义务,合同包含软件许可权、

于当天支付销售人员关于该合同的佣金

第五步：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

标准安装服务、18个月售后技术支持服

50000元。乙公司按完工进度支付价款及

认收入。在履行单项履约义务时应先考

务三项单项履约义务；第三步：确定交

相应的增值税款,甲公司开具对应金额

虑此履约义务时属于某一时段履行的

易价格,交易价格为200万元；第四部：

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履约义务还是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软

甲公司为完成该合同累计发生劳务成本

务。如果属于某一时段履行的履约义务,

件许可权、标准安装服务、18个月售后

100000元(假定均为装修人员薪酬),估

例如履约期限为3年,则应按照履约进

技术支持服务分摊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计还将发生劳务成本300000元。甲公司

度来确定各个履约期间的收入。如果属

120万元、8万元、72万元；第五步：履

按照已实际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

于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则应在客

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故,

定履约进度。

户取得相关商品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交付软件确认120万元收入,安装完成

案例中,软件许可权和安装服务属于某

确认8万元收入,2019年提供6个月售后

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应于2019年将

技术支持服务共确认24万元收入,2020

其确认为收入；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属于

年提供12个月售后技术支持服务工确

某一时段履行的履约义务,应在2019年

认48万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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