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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
财务会计

第1章

财务会计

学习目标
1. 描述传递会计信息所需满足的四个假设。
2. 描述编制利润表的目的和结构，以及生成
利润表时使用的专业术语和遵循的原则。
3. 描述编制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和结构，以及
生成资产负债表时使用的专业术语和遵循
的原则。
4. 描述编制留存收益表的目的和结构，以及
生成留存收益表时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和遵
循的原则。
5. 描述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目的和结构，以及
生成现金流量表时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和遵
循的原则。
6. 描述使会计信息有用的质量特征。
7. 描述会计概念框架。

1.1

导论

会计是确认、计量并传递经济信息的过
程，这些信息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判断

试想，暑假期间，你决定通过提供修剪草
坪服务赚些钱，你自己有100美元，又从亲属
那里借来200美元。你用这些钱购置了一台价
值260美元的割草机、一个价值20美元的煤气
罐和20美元的煤气。6月，你以每块草坪10美
元的价格修剪了40块草坪，又购买了175美元

和决策。简言之，会计是一门“商业语言”，
若你想了解某一企业的财务成果，你必须理解
会计，并且会讲述它。本书的目的就是教会你
这门语言。
记住这一总目标，本章将介绍一些会计基

的汽油，还支付了亲属1美元的借款利息。到

本术语、基本原则和一些构成会计语言语法的

了6月末你有194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0美元的汽

规则。基于前面的描述，在生成6月草坪服务

油，还有客户欠你的30美元。

财务报表时要用到这些术语、原则和规则。学

鉴于以上信息，你能否说说你在这个月的

完本章，你应熟悉会计的四个主要财务报表，

生意如何？赢利了吗？你付出的努力及成果是

并拥有一些会计工作的相关词汇，这些词汇会

什么？该如何表述它们？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用

通过后面章节的学习逐渐积累起来。

到会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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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活动就不应该包括在你购买用于割草机耗
用汽油的业务活动中。这些活动能够也应该被
分开计算。

经济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对投资主体感
兴趣的信息使用者。为达到这一目的，会计人
员做了以下四个假设，即经济主体假设、会计
分期假设、货币计量假设和持续经营假设。

1.2.2

会计分期假设

一般而言，企业业主及其相关方都希望及
时收到有关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并定期得到
对企业经营成败的评价。为此，会计人员应

1.2.1

经济主体假设

假定在短时间内捕捉相关经济信息并将其传

经济主体假设（economic entity assumption）

递，即便这些时间都是人为限定的，例如，一

假定某一企业的财务活动能够与该企业业主个

个月、一个季度，这称为会计分期假设（time

人的财务活动区分开来，该假设使得信息使用

period assumption）。

者在审视企业的会计信息时无需担心信息是否

大多数公司都会按季度和年度向它们的信

包含了业主个人的财务活动。就本章列举的草

息使用者传递其财务信息。事实上，股票上市

坪服务案例而言，你购买用于个人开车耗用汽

公司，如星巴克（Starbucks），依据相关法律

2

财务会计

应用实例
通用汽车公司在2008年进行审计后，德勤公共会计事务所在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写道：
通用公司经常发生经营损失、股东亏空和不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用于满足其偿债需求
和维持其经营的情况，引发了外界对其持续经营的质疑。
这种语言通常被认为是持续经营意见。审计师使用这种表述告知公众某公司的持续经
营不确定，持续经营意见不总是意味着公司将要停止经营，但是也的确意味着如果没有重
大改变，它的持续经营是存在极大疑
问的。就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而言，
重大改变发生在2009年6月1日，当时
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持续经营意见的设计是为了保护
股东的利益，让他们用可能获得的最
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就通用汽车公
司的情况，持续经营意见准确地预测
了公司的未来，提供给外部的使用者
公司很可能破产的预警。

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季度和年

值是一样的。

度财务报表。就本章草坪服务案例来说，会计
期是6月。

1.2.4

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即假定企业在可预见的将

1.2.3

货币计量假设

来可连续经营。这一假设使得会计人员能使用

货币计量假设是假定美元为传递经济活动

一定的会计手段进行核算。这些手段将会在后

最有效的手段，如果经济活动不能用美元来表

面的章节中叙述。除非有证明并非如此，通常

示，它就不能被记录在会计核算系统中。进一

来看，多数公司都被假定是持续经营的，而不

步讲，就是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也假定美

满足持续经营的企业是那些正处在清算阶段的

元是适度稳定的，其结果使会计人员不必依据

企业（正在出售其资源来抵付债务的企业）。

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来调整美元的价值，即

由于草坪服务将持续整个夏季，所以，到6月

1980年赚得的1美元与2010年赚得的1美元其价

末该服务是持续经营的。

家得宝分析
在附录B中家得宝利润表上，你可以发现下列三种描述：①家得宝公司和它的子公司；
②以百万美元表示的金额；③截至2009年2月1日的财政年度。哪种假设与三种描述中的某一
种有联系？
1）经济主体，2）货币计量，3）会计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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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赢利能力：利润表

坪耗用了燃料，那么6月的费用中就应包括燃

任何企业最先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企业是

鉴于这些定义，6月草坪服务的总费用如

否赚钱，用“会计”的话说就是：这个企业赢

下：草坪服务有三项费用，不同于收入，第一

利了吗？它产生的资源是否比它耗用的资源

项相当清楚——燃料，由给出的信息，燃料耗

多？会计通过编制财务报表中的利润表来回答

用的金额计算如下

1.3

料费用。

这些问题。利润表报告了一家公司的收入和费
用的情况。

1.3.1

收入

收入是企业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企
业资源增加。修剪一块草坪收到10美元就是一

6月期初库存燃料金额

  20

＋6月购入燃料金额

175

－6月期末库存燃料金额   （10）
———————————————————
6月燃料耗用金额

185（美元）

个很好的例子。你提供剪草服务就增加了10美
元。对于企业而言，其他常见的收入还有投资

由此可见，6月的费用是185美元。
第二项费用与你的借款有关。6月你支付

收益。
收入是按照收入确认原则记录的。收入确

亲属1美元作为她借给你200美元的补偿。为使

认原则是指当资源已经赚取时，收入才应被记

用他人的钱而支付的款项被称作利息，所以，

录。确认某项资源的赚得，是指产品已销售或

6月的利息费用是1美元。

所提供的劳务已基本完成，且收款具有一定的

第三项费用与你的设备——割草机和煤气
罐有关，因为6月使用这些设备产生了收入。

保证。
鉴于上面的定义，6月草坪服务的总收入

配比原则要求这些设备成本的一部分要在6月

是：假设你的顾客都会付给你款，你每完成一

被费用化，这种费用称为折旧费。第8章将会

块草坪的修剪，草坪服务就产生一笔收入，所

讨论计算折旧费用的各种方法，现在只能将问

以，如果你共修剪了40块草坪，每块10美元，

题简单化。假设这些设备仅能使用4个月，每

当月的总收入就是400美元，收入中除了30美

个月设备成本的1/4作为当月费用是合理的，

元外，其他的都已收到。由此可见，你只有一

割草机每月计提65美元作为折旧费用（260美

种收入来源——修剪草坪。

元成本÷4个月），煤气罐的每月折旧费用是
5美元（20美元成本÷4个月），所以，6月折

1.3.2

费用

旧费合计为70美元。

费用是在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过程中
导致的企业资源的减少。草坪服务中耗用的汽

1.3.3

利润表

油就是费用的一个例子。对于企业而言，其他

一旦公司的收入和费用被计算出来，就要

常见的费用还有工资、税费、广告费和公共设

在利润表中列报，利润表是列示公司在特定时

施等。

期内收入和费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利润表的目

费用是按照配比原则（matching principle）

的是展示公司在一段特定时期内财务方面的成

记录的。配比原则是指某一会计期确认并记录

功或失败，当收入超过费用时，公司会产生净

的收入，应与当期产生收入所耗用的资源联系

收益，当费用超过收入时，公司出现损失，利

起来，即发生的费用。例如，由于6月修剪草

润表的基本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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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收入-费用＝净收益或净损失
鉴于前面定义的收入和费用概念，草坪服
务公司6月利润表如表1-1所示，它含有公司名
称、表名和所涉及的时间段，本例题的时间段
是6月。此利润表显示了草坪服务公司6月产生
了144美元的净收益。
表1-1

报告财务状况：资产负
债表

对任何企业来说另一重要问题是它目前的
财务状况。企业拥有什么？企业欠多少债？会
计通过编制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来回答这
些问题。资产负债表报告公司的资产、负债和

利润表

（单位：美元）

草坪服务公司
利润表
6月（截至6月30日）
收入

所有者权益。

1.4.1

资产

资产是企业的资源，更严格地讲，资产是
400

费用

可以客观地计量的，由过去发生的交易事项导
致的，能在未来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的经济资

燃料费

185

源。现金是最好的资产实例，它可以被计算，

利息费

1

是企业通过与其他方交易而取得的，并且在未

折旧费

70

来可以用来购买各种东西的经济资源。其他常

费用合计
净收益

256

见的资产包括商品存货、设备、物料和企业的

144

各种投资。

家得宝分析
浏览附录B中的家得宝利润表，此表包含了2种收入和5种费用，你能辨认它们吗？最近
一年公司的净收益是多少？
收入：净销售额；利息和投资收益。
费用：销售成本；销售和一般管理费用；折旧和摊销；利息费用；所得税准备金。
净收益（也称净盈余）：2 260百万美元。

资产是按历史成本原则记录和列报的。

用，所以这部分资产需要做些不同的计算，

历史成本原则常常被简化为成本原则（cost

割草机最初的采购成本是260美元，按配比原

principle），成本原则是指应以取得资产时所

则要求，其中有65美元的成本要在6月费用

支付的成本记录并列报资产。

化，这样割草机的剩余成本是195美元（265

鉴于以上定义，截至6月末草坪服务公司

美元-65美元）。对煤气罐也要做类似的计

拥有下列资产：194美元现金、10美元的剩余

算，因为煤气罐20美元的总成本中有5美元在

燃料和应从客户处收取的30美元的应收款，

6月费用化了，剩余成本是15美元（20美元-5

还有一台割草机和一个煤气罐。其中割草机

美元），在第8章我们将会再次详细地讨论设

和煤气罐两项资产因为会在几个会计期被使

备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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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负债是企业的义务，更严格地讲，负债是

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列报在资

企业由过去的交易所导致的，需要在未来的特

产负债表上。资产负债表是用来列示公司特定

定时间用企业经济资源来偿还的现实义务。对

时间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财务报表，

企业来说，最常见的负债包括应付给债权人的

其目的是展示在特定时间公司的资源和对那些

票据、应付给供货方的账款、应付给员工的

资源的要求权，因为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是公司

工资和应付给政府部门的税费。6月末草坪服

特定时间的情况，所以该表被称作企业的“快

务公司仅有的一项负债是欠亲属的200美元借

照”，该表的基本构成如下

款，亲属即为债权人。正如下面要解释的，你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个人缴入公司的那100美元不属于企业负债，
你是业主而不是债权人。

鉴于前面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
定义，草坪服务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表1-2所

1.4.3

所有者权益

示，它含有公司的名称、表名和涉及的时间，

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差

其时间是6月30日。

额部分，它代表公司业主对企业总资产中拥有

表1-2

资产负债表 （单位：美元）

要求权的那部分资产，你所熟悉的一个例子是
草坪服务公司
资产负债表
6月30日

家庭权益。家庭权益是指家庭的总价值扣除欠
银行债务后的差额部分，会计中的权益具有同
样的原理，只是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成本与负
债相抵后的差额部分。

现金

194

应收账款

30

缴资本，即投资者为了换取所有者权益而交缴

物料（燃料）

10

到企业的资源。你作为业主缴入草坪服务公司

割草机

195

煤气罐

15

公司取得权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实

的那100美元就是实缴资本，而不是企业的收
入。草坪服务公司增加的这100美元并不是公
司提供劳务或销售产品导致的，而是公司通过
出售其所有者权益取得的，公司用来产生实缴
资本最常见的方法是对投资者出售普通股。

444

资产总计
应付亲属票据

200

负债总计

200

公司产生所有者权益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

实缴资本

100

可赢利的经营活动，当公司产生净收益时，既

留存收益

144

可以将利润分配给业主，也可以将其用于企业
进一步的发展，已分配给业主的利润称为股
利，这里要注意股利不是公司的费用，它们只

所有者权益总计

24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4

是公司资产对业主的分配，留存在企业中的利

这里要注意总资产等于总负债加上总的所

润称为留存收益，所以公司的留存收益代表了

有者权益，对任何公司而言，情况都是一样

由盈利性经营活动产生并留存在企业的所有者

的，某主体的资产总会有人对它有要求权，既

权益，由于草坪服务公司并没有对业主分配任

可以是欠某人的债务（例题中你的亲属），

何资产，所以6月盈余144美元全部留存企业。

也可以是业主对它们的要求权（例题中你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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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任何公司的资产都不会是没有要求权

有以股利的形式分配这些净收益，将其全部

的。下面用来表示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

留存于企业，所以，留存收益从0美元增加到

者关系的等式被称为会计等式

144美元。
表1-3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个基本会计等式就是资产负债表报告的
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将资产负债表称为平衡
表的缘由。

留存收益表 （单位：美元）

6月草坪服务公司留存收益表（截至6月30日）
期初留存收益
+当期净收益
-当期股利分配

1.5

报告所有者权益：留存
收益表

期末留存收益

0
144
0
144

利润表和收益表的联系
企业业主通常感兴趣的是如何因企业盈
利性的经营活动而增长他们的权益，以及如
何以股利的形式来分配权益。这些信息列报
在留存收益表上，留存收益表揭示了公司经
过一段时间后留存收益的变动情况，该表的
基本结构如下

除了表示留存收益的变动外，留存收益表
关联着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如果不考虑某会
计期赚得的收益因素，公司就不能计算出期末
留存收益余额。由于在留存收益的计算中包括
净收益这一因素，计算出的留存收益在资产负
债表上列报，所以留存收益连接着利润表和资

留存收益期初余额

产负债表，这就意味着任何企业在编制财务报

±净收益（净损失）

表时，必须最先编制利润表，其次是留存收益

-股利

表，最后是资产负债表，表1-4用图表的形式

＝留存收益期末余额

描述了这些关系。

草坪服务公司的留存收益表如表1-3所
示，它包含公司的名称、表名及相关的时间

1.6 报告现金流：现金流量表

段，例题的时间段是6月。
你的企业开业时并没有留存收益，在6月

对任何企业来说另一重要的问题是现金的

公司产生了144美元的净收益，由于公司没

管理，公司从哪里取得现金；现金又流向哪

家得宝分析
看附录B中家得宝的资产负债表，写出公司最近一年的会计等式（A＝L+E）。公司披露
了多少项不同的资产？
1）A＝L+E：41 164美元＝23 387美元+17 777美元
2）在家得宝资产负债表上列有14项不同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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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得宝分析
看附录B中家得宝的股东权益表，报表的哪一栏包含留存收益？就最近一年列示的数
据，净收益金额与利润表上的净收益一样吗？留存收益余额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一样吗？
股东权益表有9列数据，从左数第4列（标有“留存收益”表头）是家得宝的留存收益。
最近一年的净收益额是2 260百万美元，这个数也列报在利润表上，还有留存收益余额是
12 093百万美元，与列报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一样。
里；公司会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账款吗？会计通
过编制财务报表中的现金流量表回答这些问
题。现金流量表报告了公司来自经营活动、投
资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
表1-4

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

（单位：美元）

1.6.2

投资活动

公司一旦从债权人和投资人那里筹集到足
够的资金，通常都要取得从事经营活动所需的
并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购买和出售这样的资
产被认为是投资活动。在草坪服务公司的例子
中，你为割草机支付的260美元和为煤气罐支

利润表
收入

400

付的20美元是投资活动。所以，来自投资活动

-费用

256

的现金流是280美元，换句话说，草坪服务公

净收益

144

司6月来自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是280美元。

留存收益表
6月1日留存收益

0

+净收益

144

-股利

0
144

6月30日留存收益

1.6.3

经营活动

在取得合适的设备后，企业就可以开始经
营了，经营企业包括物料的采购，对员工薪酬
的支付和产品的销售，这些活动被看作经营活

资产负债表
资产总额

444

动。草坪服务公司案例中，6月来自经营活动

负债

200

的现金流包括提供修剪草坪服务时从客户那里

实缴资本

100

收到的现金370美元，支付割草机耗用汽油现

留存收益

144

金195美元（20美元+175美元），还有为使用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444

亲属200美元而支付亲属的1美元利息，其结果
是当月来自于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入是174美

1.6.1

筹资活动

元（370美元-195美元-1美元）。

大多数企业必须筹集资金开始其业务。企
业为其经营筹资有两种方式，即向债权人借款

1.6.4

现金流量表

和收到投资人投入资本。因此，筹资活动是取

企业现金流入和流出的详细情况通过现金

得债权人和投资人投入企业的现金或偿还债权

流量表列示，现金流量表是反映公司过去一段

人的债务。在草坪服务公司例题中，你投入了

时期内使用现金和获取现金的报表，它的目的

个人拥有的100美元，又向亲属借入200美元，

是让报表使用者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公司

这两种现金流入都是来自于筹资活动。所以，

现金流是如何变动的，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6月来自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是300美元。

变动。现金流量表的基本构成如下

8

财务会计

要注意的是，现金流量表中期末余额要与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

表1-2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余额一致。由于筹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

资活动产生的300美元中有280美元投资购买了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

割草机和煤气罐，198美元的库存现金绝大多

＝净现金增加（减少）

数是由经营活动产生的，当然，这是个好兆

鉴于前面描述的现金流入、流出概念，草
坪服务公司6月现金流量表如表1-5所示。表中

头，因为，这意味着在未来你能产生足够多的
现金来支付亲属借款、维持企业持续经营。

含有公司名称、表名和涉及的时间段，本案例
的时间段是6月，该表显示了6月1日至30日期

1.7

间现金的变动量是194美元。
表1-5

（单位：美元）

现金流量表

虽然会计核算过程是非常量化的过程，截
至目前，我们所介绍的财务报表充满了数字，

草坪服务公司
现金流量表
6月（截至6月30日）

但是，会计信息必须拥有一定的被认为有用的
质量特征。下面的质量特征有助于确保会计信

经营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
从客户那里收到的现金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息是真正有用的。
370

支付燃料现金

（195）

支付利息现金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7.1

可理解性

会计信息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应是可理解
174

投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

的。可理解性是指会计提供的信息“对那些对
企业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愿意投入适当的精

支付割草机现金

（260）

支付燃气罐现金

（20）

投资活动使用的净现金

力研究这些信息的人是可以理解的”（SFAC
No.2，par.40）。注意，这一定义对信息使用
（280）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

者提出了很多要求，使用者必须愿意花费合理
的时间研究信息，但没有给出“合理”的时间

借款取得现金

200

收缴资本取得现金

100

量是多少，不过很显然，研究会计信息花费时
间越多，理解的就越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300

净现金增加额

194

现金月初余额

0

相关性是利用会计信息做出不同决策的

现金月末余额

194

能力。当会计信息具有反馈价值或预测价值

1.7.2

相关性

家得宝分析
请看附录B中家得宝的现金流量表，在最近的一年中，家得宝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
筹资活动中产生或使用的现金是多少？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5 528百万美元
投资活动：使用现金1 729百万美元
筹资活动：使用现金3 680百万美元

第1章

时它就具备了这种能力。反馈价值是指评价
过去业绩的能力，而预测价值是指对未来业
绩进行预期的能力。在草坪服务的例子中，
产生的四张报表展示了6月的财务活动，报表
提供了经营成果的反馈信息，而且也提供了
对7月进行预期的信息，所以，财务报表对我
们的决策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使得它们很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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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

可比性是指用会计信息与不同公司的财务
活动进行比较或对照的能力。不同公司间能够
比较会计信息，这使得某一会计主体能够评价
它在行业内的市场位置，衡量其相对于竞争对
手的成功情况，或基于行业标准建立自身的未
来发展目标。
可比性并不隐含统一性，会计原则允许对

除了具有反馈和预测价值外，会计信息
必须是及时的才可能是相关的，你在7月拿到
帮助你预测8月收入的信息，这一信息是及时
的，而在9月收到这一信息则是不及时的。信
息只有及时产生才会相关。

1.7.3

1.7.4

财务会计

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表述它所要表述内容

于处理经济事项有一些自行决定权，所以，两
个有着同样经济业务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会
计信息，因为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公认会计方
法，因为会计方法的不同对于可比性是一种
挑战，所以会计原则要求会计主体披露它所采
用的会计方法，以便信息在主体间更容易地比
较。通常会在对财务报表的注释中披露这些方
法，将在第2章讨论这部分内容。

的可依靠的程度，在描述和数据两方面都应是
可靠的。要想被认为是可靠的，会计信息应是

1.7.5

一致性

可验证的，应具有表述上的忠实性和中立性。

一致性是指用会计信息比较或对比同一主

如果信息能被证实是没有错误的，它就是

体不同时期的财务活动的能力，最高的一致性

可验证的。人们经常通过把信息与原始凭证，

很显然是当某一主体年复一年地采用同样的会

如发票或合同进行比较，证明会计信息是没有

计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年与年间的比较是非常

错误的。例如，在你的草坪服务中割草机的成

有用的，因为它能揭示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有

本是可以验证的，因为你可以按销售发票上的

助于对未来业绩的预期。然而，主体有时会改

金额核对这一成本，如果两者一致，信息就是

变他们核算某一特定经济事项的方法，因为这

无误的，可以信赖。

样的改变阻碍了一致性，会计原则要求公司披

当描述现有现象时，信息具有表述上的忠
实性。比如，在你的草坪服务中，购买了煤气

露这些改变，以便使对公司感兴趣的各方能够
评估这种改变的影响。

罐存储煤气，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煤气罐被
列报为一项资产，这种列报是对该项目的忠实
的表述，即一项经济资源。

1.7.6

重要性

重要性是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与相关性有

如果信息的表述是不偏不倚的，即既不顺

密切关系，它是指一个临界点，在这一点上某

着也不逆着报告主体，信息就是中立的。换句

一项目开始影响决策。达到和超过这一临界点

话说，中立的信息不会以偏离信息本身的方式

的事项被认为是重要的，即这些事项大到足以

描绘主体。在草坪服务实例中，报告的收益是

影响决策的程度。那些低于临界点的项目被认

144美元，不多也不少，这个144美元的数字是

为是不重要的，即这些事项小到不会影响决策

服务活动的中立的计量。

的程度。这个临界点在不同的公司或不同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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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有所变化。随着公司的规模变大，通常它
的重要性临界点也在提高，重要性临界点的设
定常常是按资产或销售额的百分比确定的。
为了了解如何应用重要性原则，我们思考
下列草坪服务公司的示例。当你花20美元购买
了煤气罐时，重要性原则要求它的成本应分摊
在4个月的寿命期内。假设对这一成本并没有
分摊，而是在购买的当月就全部费用化了，这
么做违背了重要性原则，并导致当月的费用是
20美元而不是5美元，同时还使得当月的净收
益从144美元降到了129美元。这种违反重要性

1.7.7

谨慎性

谨慎性是指会计人员在某种经济环境中处
理不确定性的方式。当会计人员就如何核算或
报告某一特定的交易和情况面临着不确定性
时，谨慎性是指他们会采用最不可能高估公司
的资产和收入或低估公司的负债和费用的会计
核算方法。实际中最常见的示例就是存货的成
本与市价孰低法，根据这一原则存货必须以其
成本或当期市价中较低的价值记录，这就确保
存货价值不会被高估，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将在
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

原则的做法会影响你的决策吗？很可能不会影
响。换句话说，违反重要性是不重要的，因为
15美元的差错不足以影响你的决策。
虽然重要性自然是从量上比较大，但重要

1.8

框架概念

性临界点并不总是从金额上界定。比如，日常

本章介绍了许多术语、原则、假设和信息

经营中1 000美元的差错可能被认为是不重要

质量特征，这些对于传递某企业的财务活动和

的，但1 000美元的差错在非日常经营中就被

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它们最开始被描述为

认为是重要的。另外，公司认为不重要的交易

财务会计语言的语法，但是正规来讲它们被认

可能对于信息使用者是重要的。对重要性的判

为是会计的概念框架组成部分。会计概念框架

断也要小心判断。进一步讲，有些事情不重要

是指引会计操作行为的概念汇集。

并不意味着它是会计核算可以接受和饶恕的差

表1-6～表1-10总结了这一概念框架的要

错。会计信息必须是可靠的，所以应该尽可能

素，在进行后续章节的学习时，它们为你提供

不发生差错。

了很好的参考。在你接触到比较复杂的会计方

第1章

法时，记住它们都是表中列示的基本语法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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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有了学习会计所必需的语法。

单扩展，所以，对概念框架有了较好的理解，
表1-6
术语

用于辨认和描述经济信息的术语

定义

列报的表

资产

企业的经济资源

资产负债表

负债

企业的责任

资产负债表

所有者权益

资产和负债的差额

资产负债表

实缴资本

由业主贡献导致的权益

资产负债表

留存收益

由营利性经营导致的权益

资产负债表和留存收益表

收入

由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导致的资产增加

利润表

费用

由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导致的资产减少

利润表

股利

利润对所有者的分配

留存收益表

表1-7
原则
收入确认

用于计量经济业务的原则

定义

结果

在取得收入时记录收入

记录收入不需要取得现金

配比

某会计期记录的费用是为了取得当期收入而发
生的费用

对于许多资产而言，成本必须在它的使用期内
分摊

成本

资产是以它的历史成本记录并保持在账户中

除了在几种情况下，市场价值是不会用来记录
资产价值的

表1-8

在传递经济信息时所做的假设

假设

定义

结果

经济主体

企业的财务活动能够与该企业业主个人的财务
活动区分开来

我们不用担心业主的个人财务信息与公司的财
务信息混淆

货币计量

在美国，不做通胀调整的美元是传递会计信息
的最好途径

会计分期

会计信息能在短期内有效地传递

持续经营

会计核算的企业将无限期的持续经营

表1-9
术语
可理解性
相关性

所有以外币进行的交易都要转换为美元
多数企业按季度和年的编制财务报表
如果某主体不会出售它的资产，成本原则就是
合理的

使得会计信息有用的质量特征

定义

结果

通过花费合理的时间研究会计信息是可以理
解的

为了能够理解，信息使用人必须花费合理的时
间量研究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具有影响决策的能力

信息应具有预测和反馈价值并且是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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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术语

定义

结果

可靠性

会计信息表述的内容时是可靠的

信息应是无误、忠实的表述和中立的

可比性

会计信息在不同公司间是可比较的

主体必须披露他们所使用的会计方法以便在不
同公司间比较

一致性

会计信息在同一公司的不同时期是可比较的

主体应年复一年地使用同样的会计方法且在变
更时加以披露

重要性

超过这一界限，某事项开始影响决策

当某一金额足够小时，可以不按常规的会计程
序处理

当存在不确定性时，会计信息应表述最不乐观
的那种

谨慎性

表1-10

主体应选择不会高估资产和收入的会计方法

用于传递经济信息的财务报表

报表

目的

结构

与其他表的联系

资产负债表

显示公司在特定时点的资
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留存收益余额来自于留存收益表
现金余额来自于现金流量表的期
末现金余额

利润表

显示公司过去特定时段内
的收入和费用

收入-费用＝净收益（净损
失）

净收益进入留存收益表以计算留
存收益

留存收益表

显示公司过去特定时段内
留存收益的变化

期初留存收益±净收益
（净损失）-股利＝期末留存
收益

期末留存收益进入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显示公司过去特定时段内
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情况

经营现金流量±投资现金
流量±筹资现金流量＝净现
金变化量

现金流量表上的期末现金余额应
与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余额一致

学习工具
本章乐考卡
1. 学习目标和关键概念复习
2. 关键的定义和公式
在线（详见41trpress.cengage.com/acct）
3. 电子卡片和填字谜
4. 概念性的计算机互动测试
5. 电子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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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题
1.会计术语
思考下列信息：
a）报告期收入
b）年末持有的日常消耗品
c）当年借款收到的现金
d）期末总资产
e）当期支付的股利
f）现金支付建筑物
g）年末拥有的建筑物成本
要求
指出是否可以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留存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上找出以上各项。
2.会计术语
思考下列信息：
a）应收账款
b）应付薪酬
c）办公用品
d）土地
e）普通股
f）应付票据
要求：
指出以上各项是资产（A）、负债（L）还是部分所有者权益（E）。
3.会计术语
思考下列信息：
项目

列示

归类

1.工资费用

————

————

2.设备

————

————

3.现金

————

————

4.应付账款

————

————

5.建筑物

————

————

6.股本

————

————

7.留存收益

————

————

8.利息收入

————

————

9.广告费用

————

————

要求：
根据以上个项目是否出现在利润表或资产负债表和是否归类为收入、费用、资产、负债或所有者权益
对它们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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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计术语
下列项目选自老虎公司近期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a）所得税费用
b）利息费用
c）销售额
d）应收账款
e）留存收益
f）存货
g）应付账款
h）普通股
i）销售成本
要求：
辨认以上各项是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还是利润表上。
5.现金流量表
下面是帕斯特公司的信息：


（单位：美元）
收到客户现金

65 000

收到债权人现金

20 000

支付供应商现金

20 000

支付新设备现金

50 000

支付股利现金

4 000

要求：
指出以上各项会出现在现金流量表的哪个部分并计算帕斯特的现金变化量。
6.财务报表间的联系
下面是斯特林公司未完成的财务报表：


（单位：美元）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资产

销售额

90 000

现金

8 000

销售成本

（c）

存货

22 000

管理费用

20 000

建筑物

40 000

净收益

（d）

总资产

70 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账款

7 000

股东权益

留存收益表
留存收益期初余额

20 000

普通股

（a）

净收益

（e）

留存收益

（b）

股利

10 000

留存收益期末余额

60 000

总负债和股东权益

7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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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计算缺失金额。
7.会计原则和假设
下面是本章讨论的基本会计准则和假设：
• 经济主体
• 持续经营
• 货币计量
• 成本原则
• 会计分期
1.李斯特公司在德国有一个分部，在为公司和国外分部编制财务报表之前，李斯特把德国分部的
财务报表从欧元折算成了美元。
2.玛特作为合伙人的一员，和他的朋友开始经营一家自行车商店，每个合伙人初始投入现金8 000
美元，玛特在公司名下开立了账户并把8 000美元从个人账户转入这个新的公司账户。
3.梦幻公司总是以5月31日作为年末编制它的财务报表，但是，公司将要首次向公众出售其股票，
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它必须提供季度财务报告。
4.普拉提公司购买了50亩土地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公司已取得它所支付的现金记录这一财产。
5.锁箱公司已经经营19年了，公司所有者两个月后要退休，把公司移交给他的儿子经营。
要求：
用恰当的原则和假设填空。
8.资产负债表等式
思考以下信息：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50 000

25 000

？

30 000

？

17 000

？

45 000

15 000

68 000

？

13 000

？

14 000

6 000

要求：
用会计等式填上缺失项。
9.资产负债表等式
a）基恩司公司某年开始时有50 000美元的资产、40 000美元的负债。当年净收益是12 500美元，没有
发放股利。年末所有者权益是多少？
b）麦斯公司从年初到年末资产金额翻了一番，年末负债是50 000美元，所有者权益是30 000美元，麦
斯年初的资产是多少？
c）胡森公司本年间的负债翻了三番，年初资产是40 000美元，所有者权益是20 000美元，公司年末负
债是多少？
要求：用会计等式回答以上每个独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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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质量特征
下面是本章讨论的质量特征：
• 一致性
• 相关性
• 可理解性
• 可比较性
• 谨慎性
• 重要性
• 可靠性
1.对那些对企业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愿意用适当的精力研究这些信息的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2.影响企业决策的能力。
3.会计信息可依赖性。
4.比较和对比同一公司不同年度的财务活动。
5.超过此界限某事项就开始影响决策。
6.会计人员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
7.比较和对比不同公司财务活动的能力
要求：
用适当的特征填空。
11.假设和会计原则
哈勃公司某年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a）成本为186 400美元的存货以它的市场价值235 600美元记录。
b）哈勃把它的财政年度增加了4周，目的是使得它的收益看上去更好一些。过去的年份是52周。
c）哈勃的CEO为个人使用购买了一艘游艇，将费用记在公司账上。
d）前一年赚得的25 000美元的收入记录在当年。
要求：
在每种情况下，辨认违反会计原则或假设的情况，讨论哈勃如何处理这一情况。
12.财务报表
下面列出的问题是由各类公司财务报表使用者提出的：
使用者

问题

股东

与去年比较今年的销售数据怎么样

银行

公司账面上有多少借款

供货商

公司欠供货商总计多少钱

股东

公司去年支付了多少股利

广告代理商

为了产生销售额公司用多少钱做广告

银行

去年公司的总利息费用是多少

财务报表
——————
——————
——————
——————
——————
——————

要求：
在空白处填上相应财务报表名称（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留存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报表使用者可
以在这些报表中找到以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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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编制财务报表
下面是约克公司某年的财务信息：


（单位：美元）

广告费

2 400

股利支付

7 000

租金

10 400

截至1月1日的留存收益

57 000

薪酬费用

28 000

劳务收入

61 000

公共事业费

1 800

要求：
编制当年的利润表和留存收益表。
14.编制财务报表
下面是Honky Tonk录音公司某年年末的账户信息。


（单位：美元）

应付账款

27 000

应收账款

21 000

广告费用

6 000

建筑物

76 000

股本

30 000

现金

6 320

应付票据

70 000

新车费用

9 500

销售收入

16 820

工作室设备

25 000

要求：
用以上信息编制资产负债表。提示：首先要计算留存收益账户余额。
15.编制财务报表
6月1日，你开始了一项夏季海洋旅游业务，你投入了600美元作为股本，从父母那儿借来1 000美元。
用这些钱购入价值为1 200美元的二手船一艘；日常消耗品包括潜水呼吸管、尾翼支撑板、面罩和救生夹，
共计240美元；6月经营许可费25美元；汽油费135美元。预计船和设备只能使用3个月。你决定向每位乘客
收取25美元，6月末你为240名客户提供了劳务，并购买了额外的200美元的汽油，240名客户中有两位是你
的邻居，他们承诺以后支付你总计为225美元的服务费。你也支付了你父母5美元的利息费。
要求：
编制截至6月30日的利润表和留存收益表和6越30日的资产负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