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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2018J 11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林场和苗圃执行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和衔接规定的通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J 25号)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国有

林场和苗圆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固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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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固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固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2. 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固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7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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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圃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固有林场和苗圃1 (以下简称林场)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下简称新制度)

做出如下补充规定:

一、新增一级科目及其使用说明

(一)林场应当增设 "1614 营林工程"和 "1841 林木

资产"一级科目。

(二)关于增设科目的使用说明

1614 营林工程

一、本科目核算林场发生的育苗、造林、抚育、管护各

种林木和苗木的生产成本。

生产性林木资产达到正式投产可以采收林产品后，继续

发生的管护费用，应当作为林产品的生产成本，通过"加工

物品"科目核算。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苗木生产成本"、"林木生产成本"、

"间接费用"等明细科目。在"林木生产成本"明细科目下?

1 本规定所指的国有林场和苗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从事保护
培育森林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不以营利为自的、独立核算的公益性事
业单位性质国有林场和苗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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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消耗性林木成本"、"生产性林木成本"、"公益性林木

成本"设置明细科目。

三、营林工程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属于营林生产的费用时，按照可以直接计入

营林成本的费用?借记本科目(苗木生产成本、林木生产成

本)，按照需要分摊计入营林成本的费用，借记本科目(间

接费用)，贷记"林木资产一一苗木\"库存物品"、"应付

职工薪酬"、"财政拨款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

行存款"、"固定资产累计折旧"、"长期待摊费用"等科目。

(二)月末?将间接费用按照一定的分配方法计入营林

成本，借记本科目(苗木生产成本、林木生产成本)，贷记

本科目(间接费用)。结转后?本科目的"间接费用"明细

科目应无余额。

(三)期末，将竣工的营林工程发生的营林生产成本转

入林木资产，借记"林木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采伐或处置未竣工的林木、苗木时，应当先将林

木、苗木的生产成本转入林木资产账面余额。结转时，借记

"林木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林场尚未结转的营林工

程发生的实际成本。

1841 林木资产

一、本科目核算林场营造管理的各种活立木资产和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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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累计成本。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苗木"和"林木"两个明细科目，

在"林木"明细科目下'可按"消耗性林木资产

性林木资产"、 "公益性林木资产"设置明细科目。

三、林木资产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林木资产取得时 3 应当按照其取得时的成本入账。

1.自行营造形成的林木，期末按照该林木达到营林工程

竣工标准发生的育苗、造林、抚育、管护成本，结转营林生

产戚本，借记本科目，贷记"营林工程"科目。

2. 购入或有偿调入的林木 3 按照购入或有偿调入的成

本?借记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3. 无偿调入的林木，按照该林木资产在调出方的账面

价值加相关费用，借记本科目，按照发生的归属于调入方的

相关费用，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其差额，贷记"无

偿调拨净资产"科目。

(二)按规定采伐林木、自主出售成品苗木或造林时，

应当减少相应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

1 .更新采伐公益性林木资产时，按照被采伐林木的林

木资产账面余额，借记"业务活动费用"、"库存物品"等科

目，贷记本科目。

2. 采伐消耗性林木资产时?按照被采伐林木的林木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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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账面余额，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经营费用"、"库存物

品"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3.. 自主出售成品苗木或造林时，按照该苗木的林木资

产账面余额，借记"经营费用"等科目[出售]或"营林工程"

科目[造林] ，贷记本科目。

(三)生产性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应当在林产品采收

期限内逐期摊入林产品的成本，各期摊销时，借记"加工物

品一一林产品生产成本"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按规定报经批准处置林木资产?应当分别以下情

况处理:

1 .报经批准有偿转让林木资产(不含可自主出售的林

木资产)时 3 按照被转让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借记"资产

处置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按照收到的价款，借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收到的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后

的差额，贷记"应缴财政款"科目;如果按照有关规定将林

木资产转让净收入纳入本单位预算管理的，应当按照收到的

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差额，贷记"其他收入"科目。

报经批准有偿转让林木的林地使用权，其林地附着的林

木资产的账面余额及处置收入和费用，按照有偿转让林木资

产进行账务处理。

2. 报经批准无偿调出林木资产时，按照调出林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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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面余额，借记"无偿调拨净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

同时，按照无偿调出过程中发生的归属于调出方的相关费用，

借记"资产处置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3 .报经批准用林木资产投资时，参照新制度中关于置

换换入相关资产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4. 因遭受自然灾害等致使林木资产发生损毁时，应当

将被损毁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结转时，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林场林木资产的累计成

本。

二、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一)新增项目

林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保障性住房净值"和"长期待

摊费用"项目之间增加"林木资产"项目。

(二)新增项目的填列方法

林场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按照"林木资产一一苗

木"和"林木资产一一林木一一消耗性林木资产"科目期末

余额的合计数填列"存货"项目，按照"林木资产"科目其

余的期末余额填列"林木资产"项目;按照"营林工程一一

苗木生产成本"和"营林工程一一-林木生产成本一一-消耗性

林木成本"科目期末余额的合计数填列"存货"项目，按照

"营林工程"科目其余的期末余额填列"林木资产"项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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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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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圃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原执行《国有林场和苗圃会计制度(暂行))) (财农

字 (1994) 第 371 号)和财政部有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原

国家林业局有关国有林场和苗圃会计核算的补充规定(以下

简称原制度)的国有林场和苗圃 1 (以下简称林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

会计制度顺利过渡，现对林场执行新制度及《关于国有林场

和苗固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的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

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林场应当严格按照新制度

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报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林场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本规定所指的国有林场和苗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从事保护培
育森林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拉立核算的公益性事业
单位性质固有林场和苗圃。

1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574／1109页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

2. 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 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

算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

目、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林场新旧会

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参见附表 3)，将未入账事

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

原账科目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以及按

照财政部有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原国家林业局有关国有林

场和苗圃会计核算补充规定增设的会计科目。

4. 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目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 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林场应当按照新制度要求

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现数据正确转

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口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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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类

( 1) "库存现金" (或"现金")、"银行存款"飞、"其他货

币资金"飞、"短期投资\"财政应返还额度"飞、"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飞、"预付账款"、"坏账准备"、"待摊费用"、"无

形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气、"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飞、

"短期投资

账款"、"预付账款"、"坏账准备"、"待摊费用"、"无形资产"、

"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

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

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

分别转入新账 "库存现金

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2) "内部往来"科目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内部往来"科日，作为本单位

内部核算科目，核算本单位内部各单位之间的往来款项，不

在本单位的会计报表中反映。新旧衔接时不对原账的"内部

往来"科目余额进行处理。

(3)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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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

收款"科目。如果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有应收股

利，还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应收股利的

金额，转入新账的"应收股利"科目。

(4) "库存物资"科目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库存物资"科目，其核算内容

包含了在途材料、材料、低值易耗品、产成品、分期收款发

出商品等。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

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物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在途物

品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科目，将原账的"库存物

资"科目余额减去在途物品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库存

物品"科目。

(5ω) "在途材料

成品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在途材料

值易耗品"、 "产成品"、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新

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

当在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下设置"发出物品"明细科目，

将原账的"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库存

物品一一发出物品"科目，将原账的"在途材料"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科目，将原账的"材料

易耗品"、 "产成品"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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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关明细科目。

(6) "委托加工材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加工物品"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的"委托加工材料"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应当将原账的"委托加工材料"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力口工

物品"科目。

(7) "长期技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券投资"和"应

收利息"科目。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金额转入

新账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

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

投资"科目，并将其中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债券投资的

应收利息金额，转入新账的"应收利息"科目。

(的"拨付所属资金"科目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拨付所属资金"科目。如果所属

单位为企业，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拨付所属资金"科目相应

余额转入新账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成本法]或"长期股权

投资一一成本"科目[权益法] ;如果所属单位为事业单位，转

账时应当将原账的"拨付所属资金"科目的相应余额转入新账

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9) "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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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的"固定资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科

目。

林场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新制度规定的无

形资产内容的，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中属于

新制度规定的无形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科目。

(10) "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

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

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11)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

款、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

转账时，林场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预

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预付账款"科

目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减去预付

备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在建工程"

科目。

林场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

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

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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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科目。

( 12)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固定资产清理"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待处理

财产损溢"科目。

(13)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的"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

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摊销"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

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14) "递延资产"科目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递延资产"科目。新制度设置

"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递延

资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递

延资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待摊费用"科目口

〈α15ω) "林木资产

新制度补充规定对林场设置了"林木资产"科目，该科

目的核算内容包含了原账的"林木资产"科目和"苗木资产"

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林*资产"和"苗

木资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林木资产"科目相应明细科

目。

(16)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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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

该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2. 负债类

( 1)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职工薪

酬"科目，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

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

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应付工资"科目。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应付工资"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付职工薪

酬"科目。

(2) "应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账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付账款"科

目。其中，如果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中有属于新制

度规定的预收账款，应当将属于预收账款的金额转入新账的

"预收账款"科目。

(3) "专项应付款"、"拨入事业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专项应付款"、"拨入事业费"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

计盈余"科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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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缴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的"应缴款项"科目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应缴款项"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缴财政款"

科目。

(5) u应付福利费"科目

新制度没有设置"应付福利费"科目。转账时，应当对

原账的"应付福利费"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职工

福利基金的金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科目，将其他余额

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6) u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包含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付

款"科目。其中，如果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

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

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受托

代理负债"科目;如果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

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应付社会保险费(如统筹退休金) ，应当

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付社会保险费的

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7) u应交税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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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这两个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了原账的"应交税金"科目的核

算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应交税金"科目余额中属

于应缴增值税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交增值税"科目，将原

账的"应交税金"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应缴增值税金额后的差

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8) "预提费用"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提费用"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预提费用"科目余额中属于预提短期借款应付未付利息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目，将原账的"预提费用"

科目余额减去预提短期借款利息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

"预提费用"科目。

(9) "其他应交款"科目

新制度没有设置"其他应交款"科目，原账的"其他应

交款"科目核算内容分别在新制度的"应缴财政款"、"其他

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转账时，应当将原

账的"其他应交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缴财政款的金额转入

新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将属于其他应缴税费(如应缴

的教育费附加)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将原账的"其他应交款"科目的其余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

应付款"科目。

(10) "长期借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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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长期借款"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长期借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借款"科目。

其中，如果原账的"长期借款"科目余额中有分期付息、到

期还本的长期借款应付利息，应当将原账的"长期借款"科

目余额中属于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

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目。

( 11 ) ((住房周转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应付款"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

账的"住房周转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应付款"科

目。

( 12) "育林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中"育林基金"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专用基金一一森林恢

复基金"科目。

3. 净资产类

( 1)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口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

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2)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专用基金"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科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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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科目。

(3) "林木资本"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林木资本"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林木资本"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4) u财政补助结转(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

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

计盈余"科目。

(5) ..上级拨入资金"科目

新制度没有设置"上级拨入资金"科目。原设置了"上

级拨入资金"科目的林场，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上级拨

入资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6)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利润

分配"科目

有的林场在原账中使用"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

余公积"、"利润分配"科目，新制度没有设置这些科目。新

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实

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利润分配"科目余

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7) "本年利润"、"本年结余"、"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原账的"本年利润"、"本年结余"、"结余分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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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末无余额，这些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 成本和收入、费用类

(1) 成本类

新制度补充规定设置了"营林工程"科目。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生产成本"科目余额中营林成本部分转入新账

的"营林工程"科目，其余部分转入"加工物品 F\ "库存

物品"等科目。

由于原账除了"生产成本"科目，其他成本类科目年末

无余额，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2) 收入类、费用类

由于原账的收入类、费用类各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

行转账处理。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收入类、费

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5. 将原账的基建账科目余额并入原"大账"

单独设置基建账(即按照《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设

置的账套〉、没有将原基建账相关科目余额并入原"大账"(即

按照原制度及后来的补充规定设置的账套)科目余额的林场，

应当在新旧衔接时先将原基建胀各科目余额并入原"大账"

相应科目余额(参见附表 4 )，再按照本规定进行财务会计科

目余额的转账处理。并账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1) 按照原《固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将原基建账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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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使用资产"科目余额冲转原基建账的"基建拨款"等科目。

(2) 将原基建账的资金运用类科目余额并入相对应"大

账"的资产类科目。

(3) 将原基建账的资金来源类科目余额并入相对应"大

账"的负债类、净资产类科目。

(4) 按照并入"大账"的原基建账资金运用类科目余额

与资金来源类科目余额的差额，加上其他尚未并入"大账"

的原基建账资金运用类科目余额与资金来源类科目余额的差

额，贷记或借记原"大账"的"事业基金"科目。

基建账并账完成后，原基建账各科目无余额。

林场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比

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

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林场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分

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余额

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将原基建账各科目

余额并入原"大账"相应科目余额的，还要将基建账各科目

余额转入"大账"科目的依据(并账科目对应表)作为原始

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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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应收股利(宣告派发尚未收到的股利)按照新制度规

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应收股利金额，借记

"应收股利"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2. 无形资产

林场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无形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

照确定的无形资产金额，借记"无形资产"科目，按照截止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应当分期摊销的累计摊销金额，

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按照两者的差额，贷记"累

计盈余"科目。

3. 受托代理资产

林场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含仅记录备查账)的代储政府储备物资按照新制度规

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代储政府储备物资金

额，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科目，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

目。

4. 预计负债

林场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 月 31 日按照新制

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预

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林场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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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林场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编

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

的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技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林场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设

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林场持有被

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贷

记"长期股权投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

记"累计盈余"科目。

2. 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林场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期借款的

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建工程"科

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按照全

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林场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当

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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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林场应当

对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科目余额中结转资金的金额

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

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

已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预付账款、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的净值等)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的"财

政补助结转(余)"科目余额中结余资金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

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原账的"拨入事业费"科目有余额的，对余额中属于同

级财政拨款资金的，按照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科目

余额处理方式处理。

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资金

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的借方。按照新账"财政拨

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减去新账"资金

结存-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差额，登记新

账"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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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

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林场应当对原账的"专项

应付款"科目余额经过调整[加上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

支付非财政专项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

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预付账款、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净值等)的金额，加上收入中已经收

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收入(如预收账款)的金额，

减去已经计入收入尚未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应收账

款〉的金额]后，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

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三)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林场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金"

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账

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

科目。

(四)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按照原账"事业基金"科目的余额，登记新账的"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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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原账的"拨入事业费"科目有余额的，按照原账的"拨

入事业费"科目余额中非同级财政拨款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

新账的"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原账的"育林基金"科目有余额的，按照原账的"育林

基金"科目余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

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的借方。

2. 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

余额进行追溯调整

(1) 调整短期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按照原账的"短期投资"科目余额，借记"非财政拨款

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2)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应收票据气"应收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和没有计入收入的金额。对

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再区分计入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和

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按照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

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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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由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

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

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4)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列入预

算支出的，应当对转账前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

行分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

预付款项的金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

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

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

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

货币资金"科目。

(5) 调整库存物资、生产成本等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

口向

对原账的"库存物资

析，区分已经支付资金的金额和未支付资金购入的金额。对

已经支付资金的库存物资和生产成本金额划分出其中使用财

政补助资金支付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支付的金

额、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使用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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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助非专项资金支付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

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6)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余额

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和用非现金资产

及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按照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

(7)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按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成本的

余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

货币资金"科目。

(8) 调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出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支付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

专项资金支付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

额，按照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款资金比例计算的固定资产净

值和无形资产净值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9) 调整在建工程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划分出其中

使用财政补助资金支付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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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使

用非财政补助非专款资金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10) 调整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

口向

按照原账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科目余额中借款

本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11)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

口向

对原账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支出的金额。将计

入支出的金额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

资金应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12)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预

收非财政专项资金的金额和预收非财政非专项资金的金额。

按照预收非财政非专项资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3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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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账"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通过非财

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和其他金额，按照其他金额，借

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

3. 林场按照前述 1 、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整出"非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的，在新旧

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

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础

上 3 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如减去新账中货

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

退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等，加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

其他应收款等)，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

转"、"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余"科

目贷方余额合计数，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

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借方。

(五) "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科目，按照新制度规定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衔接

时，无需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

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口

(六〉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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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

新旧衔接时，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进行

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林场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l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算收

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林场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会计核

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应当比照本

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林场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制

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林场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求填列各

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林场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9年财务报表和预算会

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动表和预算

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

数。

林场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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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结

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算

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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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林场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应收款
应收股利

其他

在途物品

库存物资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其他库存物资

长期股权技资

长期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分期付息的债券投资应收利息

拨付所属资金
拨付所属事业单位

拨付所属企业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备料款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金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受托代理负债 代管款项等

其他应付款 应付社会统筹工资

其他

应缴财政款

其他应交款 应缴政府性收费

其他

长期借款
分期付息的应付利息

其他

长期应付款
住房周转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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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林场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如转让资产的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应
应收账款

发生时计入收入
收账款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费等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

其他应收款
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预付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为职

工垫付的款项等

支付资金: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支付
库存物资、苗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
木资产、林木 金支付
资产、生产成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
本 支付

非支付资金
如无偿调入的库存物资

等

长期股权投资

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

长期投资 用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

式取得

长期债券投资

支付资金取得

固定资产净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

值、无形资产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

净值 金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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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支付资金取得
如换入、 无偿调入的固定

资产等

使用财政补助资金

在建工程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发生时不记入支出

发生时记入支出

应付票据、应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应付

付账款
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应

付

非财政拨款非专项资金

应付

预收账款
预收专项资金

预收非专项资金

拨入本级财政资金

拨入事业费
其中:财政补助结转资金

财政补助结余资金

拨入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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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林场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口
亏

序

附
一

新制度科目

名称 哇」
一、资产类

制
一
件

度
-

h
巾
一

原
一

1001 库存现金 101 现金

2 1001 库存现金 1001 库存现金

3 1002 银行存款 1002 银行存款

4 1021 其他货币资金 1004 其他货币资金

5 1101 短期投资 1101 短期投资

6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7 1211 应收票据 1211 应收票据

8 1212 应收账款 1212 应收账款

9 1214 预付账款 1213 预付账款

10 1215 应收股利
1215 其他应收款

11 1218 其他应收款

12 1219 坏账准备 1221 坏账准备

13 1301 在途物品
1301 库存物资

14 1302 库存物品

15 1301 在途物品 121 在途材料

16 123 材料
1302 库存物品

17 129 低值易耗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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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37 产成品

19 138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20 1303 加工物品 132 委托加工材料

21 1841 林木资产 1303 苗木资产

22 1401 待摊费用 139 待摊费用

23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24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1501 长期投资

25 1216 应收利息

26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拨付所属资金

27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28 1601 固定资产
151 固定资产

29 1701 无形资产

30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55 累计折旧

31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56 固定资产清理

32 1611 工程物资

33 1613 在建工程 159 在建工程

34 1214 预付账款

35 1901 长期待摊费用 171 递延资产

36 1701 无形资产 161 无形资产

37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1802 累计摊销

38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滥 181 待处理财产损溢

39 1841 林木资产 191 林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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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债类

40 2001 短期借款 2001 短期借款

41 2103 应缴财政款 2101 应缴款项

42 2301 应付票据 2201 应付票据

43 2302 应付账款
2202 应付账款

44 2305 预收账款

45 206 专项应付款
3001 累计盈余

46 207 拨入事业费

47 3101 专用基金 208 育林基金

48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4 应付职工薪酬

49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11 应付工资

50 3001 累计盈余
214 应付福利费

51 3101 专用基金

52 2307 其他应付款

53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7 其他应付款

54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55 2101 应交增值税
2206 应交税金

56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57 2304 应付利息
2209 预提费用

58 2401 预提费用

59 2103 应缴财政款 222 其他应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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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61 2307 其他应付款

62 2501 长期借款
2301 长期借款

63 2304 应付利息

64 2502 长期应付款 2241 住房周转金

三、净资产类

65 3001 累计盈余 3001 事业基金

66 3101 专用基金 3101 专用基金

67 302 林木资本
3001 累计盈余

68 3401 财政补助结转〈余〉

69 301 实收资本

70 311 资本公积
3001 累计盈余

71 313 盈余公积

72 322 利润分配

73 3001 累计盈余 上级拨入资金

五、成本类

74 1614 营林工程

75 1302 库存物品 401 生产成本

76 1303 加工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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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林场原"大账"与基建账会计科目对照表
"大账"会计科目

编号 |名称

1001 库存现金 233 现金
1002 银行存款 232 银行存款
1003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234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235 财政应返还额度
1101 短期投资

281 有价证券1501 长期技资
1212 应收账款 251 应收有偿调出器材及工程款
1211 应收票据 253 应收票据

1215 其他应收款
252 其他应收款

261 拨付所属投资借款
151 固定资产 201 固定资产
155 累计折旧 202 累计折旧

101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102 设备投资

103 待摊技资
104 其他投资

159 在建工程
211 器材采购

212 采购保管费

213 库存设各

214 库存材料

218 材料成本差异
219 委托加工器材

1213 预付账款 241 预付备料款

242 预付工程款
156 固定资产清理 203 固定资产清理
181 待处理财产损溢 271 待处理财产损失

二、负债类

362 应交基建包干节余(应交财政部分)
2101 应缴款项 363 应交基建收入(应交财政部分〉

364 其他应交款〈应交财政部分)
221 应交税金 361 应交税金
211 应付工资 341 应付工资
214 应付福利费 342 应付福利费

331 应付器材款
2202 应付账款 332 应付工程款(1年以内注 1 偿还的〉

351 应付有偿调入器材及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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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 应付票据 353 应付票据

352 其他应付款

362 应交基建包干节余(非应交财政部

2207 其他应付款 分〉

363 应交基建收入(非应交财政部分〉

364 其他应交款(非应交财政部分〉

其他应交款[未设"应缴
362 应交基建包干节余

222 363 应交基建收入
款项"科目的]

261 长期应付款

2001 短期借款

241 长期借款

3401 财政补助结转(余)

206 专项应付款

注 1 :含 1 年，以下同。

注 2 :不含 1 年，以下同。

364 其他应交款

332 应付工程款(超过1年由偿还的〉

304 基建投资借款( 1 年以内偿还〉

305 上级拨入投资借款( 1 年以内偿还)

306 其他借款( 1 年以内偿还)

304 基建投资借款( 1 年以上偿还)

305 上级拨人投资借款( 1 年以上偿还〉

306 其他借款( 1 年以上偿还)

二、净资产类

301 基建拨款(余额中属于同级财政拨

款的剩余资金)

401 留成收入(属于同级财政拨款形成

的部分)

301 基建拨款(余额中属于非同级财政

拨款的剩余资金)

401 留成收入(属于非同级财政拨款形

一L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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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2018J 16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测绘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的衔接规定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J 25号)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测绘

事业单位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测绘事业单位执行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

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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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测绘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7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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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f牛:

关于测绘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会字 [1999J

1 号)和财政部有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

原制度)的测绘事业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

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过渡，现对测绘

事业单位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测绘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新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

相关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

2. 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 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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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测绘事业单位新旧

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参见附表 3)，将未入账

事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

目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 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 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

制度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现数据

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 "现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现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现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现金"科目。其中，还

应当将原账的"现金"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

产的金额，转入新账"库存现金"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

明细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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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原

账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银行存款"

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金的金额，转入新

账的"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款"科目余额减

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银行存

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银行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

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银行存款"科目

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ω3) "财政应返还额度"飞、"应收票据

"预付账款"飞、"待摊费用"、"无形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

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应返还额度"气、 "应收票据

收账款

财产损溢"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

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

账的相应科目。

(4) u备用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备用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

"备用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

(5) "其他应收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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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口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收款"

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其

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

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经付款或

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

科目。

(6) "库存材料"、"已完测绘项目"、"经营产品"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库存

材料"、"已完测绘项目"、"经营产品"科目。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库存材料"、"已完测绘项目"、"经营产品"科目

余额转入新账"库存物品"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

(7) "对外投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投资

债券投资"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对外投资"科目口转账时，

应当将原账的"对外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短期投资[持有时

间不超过 1年(含1 年)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短期投资"科

目;将原账的"对外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长期股权投资[持

有时间超过 l年(不含1年)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股权

投资"科目;将原账的"对外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长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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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持有时间超过 1年(不含1年门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

期债券投资"科目。

(8) H 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固定资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

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科目。

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

制度规定的无形资产的，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

中属于无形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科目。

(9) H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科目，原账在基建"并账"时设置了"在建工程"

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预

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转入新账"预付账款"科目中

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减去预付备

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

目。

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

制度规定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

建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

物资"科目。

(10) H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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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

该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2. 负债类

(1) u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应付

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长期应付款"科目，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胀的上述相应

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

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2) u借入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科目，原制度

设置了"借入款项"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借入款项"

科目余额中属于短期借款[期限在 1 年内(含 1 年) ]的金额，

转入新账的"短期借款"科目:将原账的"借入款项"科目余

额中属于长期借款[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 ]的金额，转

入新账的"长期借款"科目。

(3) u 应付工资(离退休费) "、"应付地方(部门)津贴

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应付社会保障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

付工资(离退休费)

付其他个人收入"气、 "应付社会保障金"科目。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应付工资(离退休费) "、"应付地方(部门)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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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 "应付社会保障金"科目余

额，转入新账"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

(4) "应缴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缴

预算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

"应缴预算款

"应缴财政款"科目。

(5) "应交税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应交税金"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应

交税金"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交增值税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

交增值税"科目·将原账的"应交税金"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应

交增值税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6)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

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付

款"科目。其中，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

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应交税费(如应交的教育费附

加)、长期应付款(女口存入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l 年)的保证

金)、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

额中属于其他应交税费、长期应付款、受托代理负债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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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另别1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

代理负债"科目。

(7) "预提费用"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提费用"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

"预提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预提费用"科目。其中，

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的"预提费用"科目中核算了借入款项的

应付未付利息的，应当将原账的"预提费用"科目余额中属于

应付利息的金额，转入新胀的"应付利息"科目。

3. 净资产类

( 1)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账

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2) "固定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固定基金"科目对应内

容进行核算。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固定基金"科目余额转

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3)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原

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科目。

(4) "财政补助结存"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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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

原账的"财政补助结存"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

账的"财政补助结存"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

目。

(5) u 非财政补助结转"、"专款结存"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非财政补助结转"、"专款结存"科目的余额内容。设置

了"非财政补助结转"、"专款结存"科目的测绘事业单位，转

账时，应当将原账的"非财政补助结转"、"专款结存"科目余

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6)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本期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经营结余"科目的核算内容。新制度规定"本期盈

余"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

结余"科目有借方余额，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经营结余"

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7) "事业结余"、"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原账的"事业结余"、"结余分配"科目年末无余额，

这两个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 收入类、支出及成本费用类

( 1) "拨入专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拨入专款"科目。转账时，未设置"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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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存"科目的测绘事业单位，如果原账的"拨入专款"科目有

余额，应当将原账的"拨入专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拨给本单位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将原账的"拨入专款"

科目余额中属于拨给下属单位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付

款"科目贷方。

(2) "拨出专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拨出专款"科目。转账时，未设置"专款

结存"科目的测绘事业单位，如果原账的"拨出专款"科目有

余额，应当将原账的"拨出专款"科目余额中属于使用拨入专

款资金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借方;将原账

的"拨出专款"科目余额中属于使用本单位自有资金的金额，

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3) "专款支出"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专款支出"科目。转账时，未设置"专款

结存"科目的测绘事业单位，如果原账的"专款支出"科目有

余额，应当将原账的"专款支出"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

计盈余"科目借方。

(4) u经营成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力口工物品"科目，原制度设置了"经营成

本"科目。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经营成本"科目余额，转

入新账"加工物品"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及成本费用类科目除了"拨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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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拨出专款"、"专款支出"、"经营成本"以外的其他科目

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设

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测绘事业单位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

应当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

目的，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

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测绘事业单位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

工作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

余额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股利

测绘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应收股利(宣告派发尚未收到的股利)按照

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应收股利金额，

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2. 无形资产

测绘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无形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

账时，按照确定的无形资产金额，借记"无形资产"科目，按

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应当分期摊销的累计摊销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620／1109页



金额，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按照两者的差额，贷

记"累计盈余"科目。

3. 预计负债

测绘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肘，应当将2018年 12 月 31

日按照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

照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

负债"科目。

测绘事业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

项的，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测绘事业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

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单位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胀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测绘事业单位应

当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

收款的余额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

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

2. 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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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测绘事业单位应当在"长期股权技资"科

目下设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单

位持有被技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技资

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3 按其与原已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差

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贷记"长期股权投

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记"累计盈余"科

目。

3. 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

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

记长期债券投资应收利息，按照长期债券投资的应收利息金额，

借记"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收利

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 补提折旧

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全

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

"累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5. 调整无形资产的累计摊销

测绘事业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

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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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前期尚

未计提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借

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测绘事业单位对原账中尚未核销、分期摊销并直接冲减账

面价值的无形资产，按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摊销的

金额，借记"无形资产"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

目;对尚未核销、已经一次全部摊销并直接冲减账面价值的无

形资产，按照原入账成本，借记"无形资产"科目，按照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计提的摊销金额，贷记"无形资产累计

摊销"科目，按照两者的差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6. 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

记长期借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

建工程"科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按照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测绘事业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

时，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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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

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对原账的

"财政补助结存"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按照其中属于结转

资金的金额，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

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

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买的库存材料、测绘项目成本

中支付的款项、预付账款等)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

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

的"财政补助结存"科目余额中属于结余资金的金额，登记新

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口

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资金结

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的借方;按照新账的"财政拨款

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新账的

"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差额，登

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设置了"非财政补助结转"、

"专款结存"科目的测绘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非财政补

助结转"、"专款结存"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

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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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补助专

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买的库存材料、测绘项目成本和经

营产品中支付的款项、预付账款等)的金额，加上各项结转转

入的收入中已经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收入(如预

收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计入收入尚未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

资金(如应收账款)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

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未设置"专款结存"科目的测绘事业单位，原账的"拨入

专款"、"专款支出"科目有余额的，还应当按照原账"拨入专

款"科目余额中拨给本单位的部分减去"专款支出"科目余额

后的差额，加上专款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专款资金

(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专款资金

尚未计入专款支出(如购买的库存材料、测绘项目成本和经营

产品中支付的款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等)

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

(三) u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口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按照原账的"事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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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

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 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进行调整

(1)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和没有计入收入的金额。对发

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再区分计入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和计入

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按照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借

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

(2)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由财

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

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预付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3)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项计入支

出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

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预付款项的金额，

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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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

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4) 调整库存材料、已完测绘项目、经营产品对非财政

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库存材料"、"已完测绘项目"、"经营产品"科

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已经支付资金的金额和未支付资金的金

额。对已经支付资金的金额，划分出其中财政补助资金支付的

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支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

金支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支付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

(5) 调整对外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对外投资"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支付

货币资金取得的金额和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按照支付货币资

金取得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6) 调整借入款项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按照原账的"借入款项"科目余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

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7)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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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支出的金额。将计入

支出的金额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应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

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8)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按照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中预收非财政非专项资

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

政拨款结余"科目。

(9) 调整经营成本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经营成本"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已支

付资金的金额和未支付资金的金额。按照已支付资金的金额，

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

(10)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对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划分出按照预

算收入比例列支提取的专用基金，按照列支提取的专用基金的

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

款结余"科目口

3. 测绘事业单位按照前述 1 、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整出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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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

础上，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如减去新账中

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

退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等，加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

他应收款等)，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余"科目贷方

余额合计数，加上"经营结余"科目借方余额后的金额，登记

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

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四)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

金"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

账的"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

科目。

(五)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口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期末有借方余额，在新旧制

度转换时，应当按照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余额，借记新账

的"经营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

科目。

(六) "其他结余"、"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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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

目。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无需对

"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

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

新旧制度转换时，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进

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测绘事业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

置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测绘事业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

算会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

当比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测绘事业单位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

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制作原始凭

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

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

要求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勺。

(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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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

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动

表、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测绘事业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

目余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

算结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

算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测绘事

业单位，应当首先参照《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

的处理规定)) (财会 (2013) 2 号)，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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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测绘事业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或已开出商业

其他应收款 汇票，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短期投资

对外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备料款

借入款项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其他

预提费用
应付利息

其他

拨入专款
拨给本单位专款

拨给下属单位专款

拨出专款
使用拨入专款资金

使用本单位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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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测绘事业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如转让资产的应收票

应收票据、应
发生时计入收入

据、应收账款

收账款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费
等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其他应收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
为职工垫付的款项等

巴支付资金

库存材料、已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

完测绘项目、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经营产品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未支付资金
如无偿调入的库存物

资等

对外投资
用现金资产取得

用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应付票据、应
发生时计入支出

付账款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预收账款
预收专项资金

预收非专项资金

经营成本
已支付资金

未支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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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测绘事业单位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 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号|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一、资产类

1 1 1001 1 库存现金

2 1 1002 1 银行存款
102 |银行存款

3 1 1021 1 其他货币资金

4 11211 1 应收票据 105 应收票据
J 

5 1 1212 1 应收账款 106 应收账款

6112141 预付账款 108 预付账款

7 1 1218 1 其他应收款 109 备用金

8 1 1218 1 其他应收款
110 |其他应收款

9 1 1301 1 在途物品

10 

11 1302 库存物品 116 已完测绘项目

12 11丁 经营产品

13 1 1401 1 待摊费用 118 待摊费用

14 1 1101 1 短期投资

15 1 1501 1 长期股权投资 |对外投资

16 1 1502 1 长期债券投资

17 1 1601 1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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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E33f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8 1701 无形资产

19 1611 工程物资

20 1613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21 1214 预付账款

22 1701 无形资产 124 无形资产

23 1201 财政应返还额度 125 财政应返还额度

24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30 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负债类

25 2001 短期借款
201 借入款项

26 2501 长期借款

27 2301 应付票据 202 应付票据

28 2302 应付账款 203 应付账款

29 2305 预收账款 204 预收账款

30 205 应付工资(离退休费)
一

31 206 应付社会保障金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32 212 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
一

33 213 应付其他个人收入

34 208 应缴预算款
一 2103 应缴财政款
35 209 应缴财政专户款

36 2101 应交增值税 210 应交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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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 口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37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38 2307 其他应付款

39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211 其他应付款

40 2502 长期应付款

41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42 2304 应付利息
231 预提费用

43 2401 预提费用

44 2502 长期应付款 261 长期应付款

三、净资产类

45 301 事业基金
3001 累计盈余

46 302 固定基金

47 3101 专用基金 303 专用基金

48 304 财政补助结存

49 3001 累计盈余 305 非财政补助结转

50 专款结存

51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307 经营结余(借方)

四、收入类

52 3001 累计盈余
404 拨入专款

53 2307 其他应付款

五、支出及成本费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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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亏t:1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54 2307 其他应付款(借方)
502 拨出专款

55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56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503 专款支出

57 1303 加工物品 535 经营成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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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C 2018 J 17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质勘查事业单位执行《政府

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的衔接规定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C 2017 J 25号)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地质

勘查事业单位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地质勘查事业

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

接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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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地质勘查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7月 26 日印发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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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千牛:

关于地质勘查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J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财会字( 1996 J 

15 号)和财政部有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补充规定(以下简

称原制度)的地质勘查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地勘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

会计制度顺利过渡，现对地勘单位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问

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地勘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新

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地勘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

关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2.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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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地勘单位新旧会

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参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

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

目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地勘单位应当按照新制

度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现数据

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 "现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现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

将原账的"现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现金"科目。其

中，还应当将原账的"现金"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

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库存现金"科目下的"受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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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明细科目。

( 2川)"银行存款"飞、"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

"短期投资

"预付账款"\、"待摊费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待

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

还额度"飞、 "短期投资

账准备"\、"预付账款"、"待摊费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

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

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银

行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

入新账"银行存款"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3) "备用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包含了原账"备用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应当将原

账的"备用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

( 4)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其他应收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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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

的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的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

收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的金额，分别转

入新账的"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科目。

( 5) "器材采贿"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器材采购"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地勘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器材采购"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在途

物品"科目。

( 6) "材料"、"管材"、"管材摊销"、"器材成本差异"、

"产成品"、"地质成果"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 μ库存物品"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材料"、"管材\"管材摊销"、"器材成本差异"、

"产成品"、"地质成果"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地勘单

位应当将原账的"材料\"管材"、"管材摊销"、"器材成本

差异"、"产成品"、"地质成果"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库存物

品"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地勘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设置明细科目。

( 7) "委托加工器材"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加工物品"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委托加工器材"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地勘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 u委托加工器材"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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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物品"科目。

( 8) "长期投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

账的"长期技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

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投资"

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投资"

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并将其中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债券

投资的应收利息金额，转入新账的"应收利息"科目。

( 9) "拨付所属资金"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拨付所属资金"科目。如果所属单位为企

业，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拨付所属资金"科目相应余额转入

新账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成本法]或"长期股权投资一一

成本"科目[权益法] ;如果所属单位为事业单位，转账时应当

将原账的"拨付所属资金"科目的相应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

盈余"科目借方。地勘单位对本单位内部独立核算单位使用"拨

付所属资金"科目的，该科目余额与内部独立核算单位的"上

级拨入资金"科目余额冲销后，年末无余额。

(10) "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日"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累计折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

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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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11)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包含了原账"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

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清理"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12)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科目，原制

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

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

的"工程物资"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减去

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

目。

(13)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设置

了"累计摊销"科目的地勘单位，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

计摊销"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14) "递延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与原账 u递延资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递延资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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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科目。

(15)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

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16) "内部往来"科目

原账的"内部往来"科目属于单位内部核算科目，核算

本单位内部各单位之间的往来款项，不在本单位的会计报表

中反映。新旧衔接时不对原账的"内部往来"科目余额进行

处理。

(17) "限额存款"科目

由于原账的"限额存款"科目已经不再使用，无需进行

转账处理。

2. 负债类

( 1)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

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地勘单

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 2)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包含了原账"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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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付款"科目。其中，地勘单位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

科目中核算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

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金额，转

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 3) "应付工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

付工资"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应付工资"

科目余额中属于节余与收益分配转入的奖金金额，转入新账

的"专用基金"科目，将原账的"应付工资"科目余额减去

分配转入奖金后的差额，转入新账"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及

其明细科目。

设置"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贴

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核算发放职工工资等的地

勘单位?参照上述"应付工资"科目余额的转账处理，进行

"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应

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余额的转账。

( 4) "应付福利费"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付福利费"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

应当对原账的"应付福利费"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

于职工福利基金的金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一一职工福利

基金"科目，将其他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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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应交税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应交税金"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

原账的"应交税金"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交增值税的金额，转

入新账的"应交增值税"科目;将原账的"应交税金"科目

余额减去属于应交增值税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

应交税费"科目。

( 6) "其他应交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其他应交款"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交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缴财政款的

金额，转入新账的 μ应缴财政款"科目;将属于其他应交税

费(如应交的教育费附加)的金额，转入新账的白其他应交

税费"科目;将原账的"其他应交款"科目的其余余额，转

入新账的 u其他应付款"科目。

( 7) "应缴国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

缴国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存款"科目。设置了"应缴国

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存款"科目的地勘单位，转账时，

应当将原账的"应缴国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存款"科目

余额，转入新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

( 8) "预提费用"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提费用"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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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原账的"预提费用"科目余额中属于预提短期借款应付

未付利息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目;将原账的

"预提费用"科目余额减去属于预提短期借款利息金额后的

差额，转入新账的"预提费用"科目。

( 9) "长期借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借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长期借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地勘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长期借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4长

期借款"科目。其中，在原账的"长期借款"科目中核算了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款应付利息的，应当将原账的

"长期借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

款应付利息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目。

(10) "专项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专项应付款"科目。转账时，地勘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专项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

余"科目。

(11) "住房周转金"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住房周转金"科目。转账时，如果房产

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不需要和房管部门进行资金清算的，应

当将原账的"住房周转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u累计盈余"

科目;如果房产还未处理完毕，需要和房管部门进行资金清

算的，应当将原账的 4住房周转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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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应付款"科目。地勘单位在原账的"住房周转金"科目中

核算了职工集资建房资金的，应当将原账的"住房周转金"

科目余额中属于职工集资建房资金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

期应付款"科目。

3. 净资产类

( 1) "国家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国家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地勘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国家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

科目。

( 2) "上级拨入资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地勘单位将上级单位

拨付的资金、实物资产等计入原账的"上级拨入资金"科目

的，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上级拨入资金"科目余额转入

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地勘单位的内部独立核算单位使用"上级拨入资金"科

目的，该科目余额与地勘单位的"拨付所属资金"科目余额

冲销后，年未无余额。

( 3) "地勘发展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地勘发展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地勘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地勘发展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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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盈余"科目。

( 4) "公益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

含了原账"公益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地勘单位应

当将原账的"公益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一一

职工福利基金"科目。

( 5) "节余与收益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本年盈余分配"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与原账"节余与收益分配"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新

制度规定"本年盈余分配"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

科目，如果原账的"节余与收益分配"科目有借方余额，转

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节余与收益分配"科目借方

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 6) "节余"、"收益"科目

由于原账的"节余"、"收益"科目年末无余额，这两个

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 地勘拨款与支出类

( 1) "地勘工作拨款"、"己完地质项目支出"、"其他经

费支出"科目

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地勘工作拨款"、"已

完地质项目支出"、"其他经费支出"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累计盈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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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完地质项目支出"科目

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未完地质项目支出"

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加工物品"科目。

5. 成本类

( 1) "地勘生产"、 "辅助生产"、 "多种经营生产"科

目

转账时，地勘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地勘生产"、 "辅助生

产"、 "多种经营生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加工物品"

科目。

( 2) "间接费用"科目

由于原账的"间接费用"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处理。

6. 损益类

由于原账中损益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地勘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收入类、

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地勘单位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

当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

目的，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

中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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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单位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

作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

余额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股利

地勘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应收股利(宣告派发尚未收到的股利)按照新制

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应收股利金额，

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2. 预计负债

地勘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按照

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

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

科目。

地勘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

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地勘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

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

的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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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设

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单位持有被

技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技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贷

记"长期股权投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

记"累计盈余"科目。

2. 调整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原账中未设置"累计摊销"科目的地勘单位，对尚未核

销、已经分期摊销并直接冲减账面价值的无形资产，按照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的金额"借记"无形

资产"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地勘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

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地勘单位

应当对原账的"地勘工作拨款"、"已完地质项目支出"、"未

完地质项目支出"等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计算出属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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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财政拨款结转资金的金额，并对本级政府财政拨款结

转金额进行收付实现制调整[加上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

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

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预付账款、固定资产和无

形资产的净值等)的金额]。按照分析、计算、调整后的金额，

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地勘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地勘工作拨款\"已完地质项

目支出"、"未完地质项目支出"等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

计算出属于本级政府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按照原账的"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的"资

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按照新账的"财政

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

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

差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

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地勘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地

勘工作拨款"、"已完地质项目支出"、"未完地质项目支出"、

4其他经费支出"、"专项应付款"等科目余额进行分析，计

算出属于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的金额，并进行收付实现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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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加上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

(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

拨款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预付账款、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的净值等)的金额，加上收入中已经收到非财政拨款专

项资金尚未计入收入(如预收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计入

收入尚未收到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如应收账款)的金额]。

按照分析、计算、调整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

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

新账的 u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三)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地勘单位应当按照原账"公益金"

科目余额，加上原账的 u应付工资"科目余额中分配转入的

奖金的金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科目。

(四) "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如果原账的"节余与收益分配"科目有借方余额，在

新旧制度转换时，地勘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节余与收益分

配"科目借方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的经营结余的金额，借

记新账的"经营结余"科日，贷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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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资金"科目。

(五)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

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地勘单位应当在新账的"库

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

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础上，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

进行调整(女口减去新账中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

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退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等，加上已

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他应收款等)，按照调整后的金额

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

款结转"、"专用结余押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加上 ω经营结

余"科目借方余额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

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六) "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 u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科目。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地

勘单位无需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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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制度转换时，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地勘单位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

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地勘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会

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

比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地勘单位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

编制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地勘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

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求

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地勘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和

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动表、

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不

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地勘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

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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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

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

款预算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地勘单

位，应当首先参照《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

处理规定)) (财会 (2013J 2 号)，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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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地勘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应收利息

其他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分期付息的债券投资应收利息

拨付所属资金
拨付所属事业单位

拨付所属企业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应付工资
节余和收益分配转入的奖金

其他

应付福利费
属于职工福利基金

其他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代管款项等

其他

应缴财政款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

预提费用
预提应付利息

其他

长期借款
分期付息的应付利息

其他

住房周转金
应付款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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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勘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如转让资产的应收票

应收票据、应
据、应收账款

收账款
发生时计入收入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财政拨款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预付

其他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费

等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预付
其他应收款 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预付

其他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
为职工垫付的款项等

器材采购、委 支付资金:
托加工器材、 其中:使用财政拨款资金支付
材料、管材、

管材摊销、器
使用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支

材成本差异、
付

产成品、地质
其他

成果、地勘生 如无偿调入的材料等

产、辅助生产、 非支付资金

多种经营生产

支付资金取得

固定资产净
其中:使用财政拨款资金

值、无形资产 使用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

净值 其他

非支付资金取得
如换入、无偿调入的

固定资产等

使用财政拨款资金

在建工程 使用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

其他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应付票据、应 发生时计入支出

付账款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应付

非财政拨款专项资金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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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预收账款
预收专项资金

其他

拨入本级财政资金

其中:已完项目资金

未完项目资金

地勘工作拨款
其他

拨入其他资金

其中:已完项目资金

未完项目资金

其他

已完地质项目 本级政府财政拨款

支出 非本级政府财政拨款

未完地质项目 本级政府财政拨款

支出 非本级政府财政拨款

包括货币资金形式的

库存现金、银
受托代理资产、应缴

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 财政款、收到的将来
行存款、其他

需要退回资金的其他
货币资金

应付款等

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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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勘单位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号 I I 

编号|

1001 

2 1002 

3 1021 

4 1101 

5 1201 

6 1211 

7 1212 

8 1219 

9 1214 

10 1218 

11 1215 

12 1216 

13 1218 

14 1301 

15 

16 1302 

17 

新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主i
一、资产类

101 

102 

109 

111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112 

应收账款 113 

坏账准备 114 

预付账款 115 

其他应收款 118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119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121 

123 

库存物品 125 

126 

山东会计管理

原制度科目

名称

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预付账款

备用金

其他应收款

器材采购

材料

管材

管材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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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序号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8 132 器材成本差异

19 1303 加工物品 133 委托加工器材

20 135 产成品
1302 库存物品

21 137 地质成果

22 1401 待摊费用 139 待摊费用

23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24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141 长期投资

25 1216 应收利息

26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145 拨付所属资金

27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28 1601 固定资产 151 固定资产

29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55 累计折旧

30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56 固定资产清理

31 1611 工程物资

32 
159 在建工程

1613 在建工程

33 1701 无形资产 161 无形资产

34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累计摊销

35 1901 长期待摊费用 171 递延资产

36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81 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负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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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序号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37 2001 短期借款 201 短期借款

38 2301 应付票据 202 应付票据

39 2302 应付账款 203 应付账款

40 2305 预收账款 204 预收账款

41 2307 其他应付款
209 其他应付款

42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43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11 应付工资

44 3101 专用基金

45 3001 累计盈余
214 应付福利费

46 3101 专用基金

47 2101 应交增值税
221 应交税金

48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49 应缴国库款
2103 应缴财政款

50 应缴财政专户款

51 2103 应缴财政款

52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229 其他应交款

53 2307 其他应付款

54 2304 应付利息
231 预提费用

55 2401 预提费用

56 2501 长期借款 241 长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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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科目 原制度科目
序号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57 2304 应付利息

58 2502 长期应付款 251 长期应付款

59 3001 累计盈余 261 专项应付款

60 3001 累计盈余
271 住房周转金

61 2502 长期应付款

三、净资产类

62 301 国家基金

63 3001 累计盈余 305 上级拨入资金

64 311 地勘发展基金

65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341 节余与收益分配(借方)

66 3101 专用基金 315 公益金

四、地勘拨款与支出类

67 3001 累计盈余 401 地勘工作拨款

68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412 已完地质项目支出

69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413 其他经费支出

70 1303 加工物品 411 未完地质项目支出

五、成本类

71 501 地勘生产

72 1303 加工物品 515 辅助生产

73 521 多种经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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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2018J 19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

补充规定和衔接规定的通知

教育部，各省、白了台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号)自 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高等

学校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关于高

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

衔接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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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关于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2. 关于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8月 15 日印发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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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 ，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高等学校1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科目和报表>> (以下简称新制度)做出如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在新制度相关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

(一)高等学校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4101 事业收入"科

目下设置11410101 教育事业收入"、 11410102 科研事业收入"

明细科目。

1."410101 教育事业收入"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学活

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

2."410102 科研事业收入"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研活

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

(二)高等学校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001 业务活动费

用"科目下设置"500101 教育费用"、 "500102 科研费用"明细

科目。

1."500101 教育费用"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

助活动、学生事务等活动所发生的，能够直接计入或采用一

定方法计算后计入的各项费用。

l本规定所指高等学校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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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102 科研费用"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

助活动所发生的 ， 能够直接计入或采用一定方法计算后计入

的各项费用。

(三)高等学校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101 单位管理费

用"科目下设置"510101 行政管理费用"、 "510102 后勤保障费

用"、 "510103 离退休费用"和"510109 单位统一负担的其他管

理费用"明细科目 。

1."510101 行政管理费用"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单位的

行政管理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

2."510102 后勤保障费用"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统一负担的

开展后勤保障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

3."510103 离退休费用"科目核算高等学校统一负担的离

退休人员工资、补助、活动经费等各项费用。

4:'510109 单位统一负担的其他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由高

等学校统一负担的除行政管理费用、后勤保障费用、离退休

费用之外的其他各项管理费用，如工会经费、诉讼费、中介

费等 。

(四)高等学校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6101 事业预算收

入"科目下设置"610101 教育事业预算收入"和"610102 科研

事业预算收入"明细科目 。

1."610101 教育事业预算收入"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

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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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102 科研事业预算收入"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

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五)高等学校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7201 事业支出"科

目下设置"720101 教育支出"、勺20102 科研支出"、 "720103 

行政管理支出"、 "720104 后勤保障支出"、 "720105 离退休支

出"、 "720109 其他事业支出"明细科目。

l.叮20101 教育支出"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

助活动、学生事务等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2."720102 科研支出"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

助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3.叮20104 行政管理支出"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单位的

行政管理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4."720103 后勤保障支出"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后勤保

障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5."720105 离退休支出"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实际发生的用

于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现金流出。

6."720109 其他事业支出"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发生的除教

学、科研、后勤保障、行政管理、离退休支出之外的其他各

项事业支出。

二、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一)关于收入费用表

1.新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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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应当在收入费用表的" (二)事业收入"项目下

增加"其中: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项目，在"(十

一)其他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后勤保障单位净收入"

项目，在"(一)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教育费用"、

"科研费用"项目，在，，(二)单位管理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

行政管理费用"、 "后勤保障费用"、"离退休费用"、"单位统

一负担的其他管理费用"项目。详见附表 1 。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其中:教育事业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开

展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

收入一一教育事业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2 ) "科研事业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开展科研

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收入一

一科研事业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3) "其中:后勤保障单位净收入"项目详见"(三)

关于校内独立核算单位报表编制的规定"。

( 4 ) "其中:教育费用"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开展教

学及其辅助活动、学生事务等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

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一一教育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 5 ) "科研费用"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开展科研及其

辅助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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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科研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6) "其中:行政管理费用"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开

展单位的行政管理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

"单位管理费用-一行政管理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7)"后勤保障费用"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统一负担

的开展后勤保障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单

位管理费用一一后勤保障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8 ) "离退休费用"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期统一负担的

离退休人员工资、补助、活动经费等各项费用。本项目应当

根据"单位管理费用一一离退休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9)"单位统一负担的其他管理费用"项目，反映本期由

高等学校统一负担的除行政管理费用、后勤保障费用、离退

休费用之外的各项管理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单位管理费用

一一单位统一负担的其他管理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二)关于预算收入支出表

1.新增项目

高等学校应当在预算收入支出表的，，(二)事业预算收入"

项目下增加"其中:教育事业预算收入"、"科研事业预算收入"

项目，在"(九)其他预算收入"项目下"其中. "后所列项

目中增加"后勤保障单位净预算收入"项目，在" (二)事业

支出"项目下增加"其中:教育支出"、"科研支出"、"行政管

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离退休支出"、"其他事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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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详见附表 2 。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其中:教育事业预算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

期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现金流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

业预算收入一一教育事业预算收入"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2)"科研事业预算收入"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开展

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现金流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预算

收入一一科研事业预算收入"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3) "后勤保障单位净预算收入"项目，详见"(三)关

于校内独立核算单位报表编制的规定"。

( 4 ) "其中:教育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开展教

学及其辅助活动、学生事务等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一一教育支出"科目的本年发生额

填列。

( 5 ) "科研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开展科研及其

辅助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

出一-科研支出"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 6 ) "行政管理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开展单位

的行政管理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本项目应当根据

"事业支出一一行政管理支出"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7)"后勤保障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开展后勤

保障活动实际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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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一后勤保障支出"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 8 ) "离退休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实际发生的

用于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现金流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

一一离退休支出"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 9) "其他事业支出"项目，反映高等学校本年支付的

除教学、科研、后勤保障、行政管理、离退休支出之外的其

他各项事业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一-其他事业支

出"科目的本年发生额填列。

(三)关于校内独立核算单位报表编制的规定

1.关于高等学校报表编制的范围

由高等学校及其所属单位举办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2，如

研究院、分校、后勤部门等，应当按照新制度开展本单位的

会计核算和报表编制工作。

高等学校在编制年度报表时，应当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

纳入高等学校报表编制范围。

2.关于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会计信息纳入高等学校报表

的总原则

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的会计信息纳入高等学校报表时，

总的原则是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的报表信息并入学校相关

报表的相应项目，并抵销学校内部业务或事项对学校报表的

影响。

2 本规定所称校内独立核算单位， 是指高等学校内部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核算单位或部门。本规定所称

校内独立核算单位不同于新制度所称附属单位。新制度所称附属单位，是指高等学校下属的具有法人资格

的独立核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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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具有后勤保障职能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3有关业

务的特殊规定

( 1 )高等学校编制包含校内独立核算单位的收入费用

表时，对于具有后勤保障职能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应当将

其本年收入(不含从学校取得的补贴经费)、费用(不含使

用学校补贴经费发生的费用)相抵后的净额计入本表中"其他

收入"项目金额，并单独填列于该项目下的"后勤保障单位净

收入"项目。如果具有后勤保障职能的全部校内独立核算单位

本年收入(不含从学校取得的补贴经费)、费用(不含使用

学校补贴经费发生的费用)相抵后的净额合计数为负数，则

以""号填列于"后勤保障单位净收入"项目。

( 2 )高等学校编制包含校内独立核算单位的预算收入

支出表时，对于具有后勤保障职能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应

当将其本年收入(不含从学校取得的补贴经费)、支出(不

含使用学校补贴经费发生的支出)相抵后的净额计入本表中

"其他预算收入"项目金额，并单独填列于该项目下的"后勤保

障单位净预算收入"项目。如果具有后勤保障职能的全部校内

独立核算单位本年收入(不含从学校取得的补贴经费)、支

出(不含使用学校补贴经费发生的支出)相抵后的净额合计

数为负数，则以" "号填列于"后勤保障单位净预算收入"项目。

4.关于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会计信息纳入高等学校财务

3 具有后勤保障职能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奇般指校医院、食堂、水电暖中心、物业管理中心、宿舍管理中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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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情况的披露

高等学校应当在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提供将校内独立

核算单位财务会计信息纳入学校财务报表情况的说明，包括

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并入学校资产负债

表时对内部业务或事项抵销处理的情况，具有后勤保障职能

的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本年收入、费用情况，将不具有后勤

保障职能的其他校内独立核算单位的收入、费用并入学校收

入费用表时对内部业务或事项抵销处理的情况。

高等学校在编制年度预算会计报表时，可参照上述规定，

以适当形式提供将校内独立核算单位预算会计信息纳入高

等学校预算会计报表的说明。

三、关于留本基金的会计处理

(一)会计科目设置

1.高等学校应当在"3101 专用基金"科目下设置"留本基

金"明细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使用捐赠资金建立的具有永久性

保留本金或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本金的限定性基金。高等学校

如有两个以上留本基金，应当按照每个留本基金设置明细科

目进行核算。在每个留本基金明细科目下还应当设置"本金"

和"收益"明细科目;在"本金"明细科目下，还应当设置"己投

资"和"未投资"两个明细科目。

2.高等学校应当在"1218 其他应收款"科目下设置"留本

基金委托投资"明细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将留本基金委托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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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进行的投资。

(二)主要账务处理(假设只有一个留本基金)

1.高等学校形成留本基金时，根据取得的留本基金数额，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

一一未投资"科目。

2.高等学校委托基金会进行投资

( 1 )投资时，按照转给基金会的留本基金数额，借记"其

他应收款一一留本基金委托投资"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

金一一未投资"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

一一已投资"科目。

( 2 )收到基金会交田的投资收益，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

收益"科目。

( 3 )从基金会收回使用留本基金委托的投资，按照收

回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收回的留本基金本金

金额，贷记"其他应收款一一留本基金委托投资"科目，按照

两者的差额，贷记或借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收益"

科目。同时，按照收回的留本基金本金金额，借记"专用基金

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一一已投资"科目，贷记"专用基金

一一留本基金一一一本金一一未投资"科目。

3.高等学校直接使用留本基金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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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投资时，按照动用留本基金投资的数额，借记"短

期投资"、"长期债券投资"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同

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专用基金一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

一一未投资咐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

一一已投资"科目。

( 2 )期末，对持有的留本基金投资确认应计利息收入

时，按照确认的应计利息，借记"应收利息"、"长期债券投资"

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收益"科目。

( 3 )收到留本基金投资获得的利息时 3 按照实际收到

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利息"科目。

( 4 )收回留本基金投资时，按照收回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按照收回的投资本金及相关利息金额，贷记"短

期投资"、"长期债券投资"等科目，按照两者的差额 2 贷记或

借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收益"科目。同时，按照收

回的留本基金本金金额 ? 借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

金一一己投资"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

一一未投资"科目。

4.高等学校按照协议将留本基金收益转增本金时，按照

转增的金额，借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收益"科目，

贷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一一未投资"科目。

5.高等学校按照协议可以使用留本基金取得的收益时，

按照可以使用的金额，借记"专用基金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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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贷记"捐赠收入"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捐赠预算收入"科目。使用

留本基金收益时，按照使用的金额，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等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事业支出一一教

育支出"等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6.按照协议规定的留本基金限定期限到期，高等学校将

留本基金转为可以使用的资金，按照转为可以使用的资金数

额，借记"专用基金一一一留本基金一一本金一一未投资"科目，

贷记"捐赠收入"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捐赠预算收入"科目。

四、关于受托代理业务的账务处理

(一)高等学校应当在 "1891 受托代理资产"科目下设

置"应收及暂付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明细科目。

1.发生涉及受托代理资金的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时，按

照实际发生金额，借记"受托代理资产一一应收及暂付款"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一-受托代理资产"、"库存现金一一受

托代理资产"等科目;收回其他应收款项或报销时，借记"库

存现金一一受托代理资产"、"银行存款一一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负债"等科目，贷记"受托代理资产-一应收及暂

付款"科目。

2.使用受托代理资金购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时，借记

"受托代理资产一一固定资产"或"受托代理资产一一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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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一一受托代理资产"、"库存现金

一一受托代理资产"等科目。受托代理资产科目下"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计提折旧和摊销。受托代理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报废、转交时，按照受托代理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账

面余额，借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贷记"受托代理资产"科

目及其明细科目。

(二)高等学校核算的因公房出售形成的公共维修基金

(个人缴纳部分)，通过"受托代理负债"科目进行核算。

五、关于受托加工物品的账务处理

1.高等学校收到委托单位支付的资金用于加工设备、材

料等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预收账款"科目;同

时，按照收到的资金，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贷记"事业预算收入"等科目。

2.高等学校对受托加工物品进行加工时，按照加工消耗

的料、工、费等，借记"加工物品一一受托加工物品"科目，

贷记"库存物品"、"应付职工薪酬"、"银行存款"等科目;同

时，对加工中支付的资金，在支付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事业支出一一科研支出"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

3.高等学校将加工完成的产品交付委托方时，按照受托

加工产品的成本，借记"业务活动费用一一科研费用"科目，

贷记"加工物品一一受托加工物品"科目，同时，确认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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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托加工收入，按照预收账款账面余额，借记"预收账款"

科目，按照应确认的收入金额，贷记"事业收入"等科目，按

照委托方补付或退回委托方的金额，借记或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同时借记或贷记"资金结存"科目，贷记或借记"事

业预算收入"等科目)。涉及增值税业务的，相关账务处理

参见"应缴增值税"科目。

六、关于计提和使用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的账务处理

(一)高等学校按规定从科研项目收入中计提项目间接

费用或管理费时，除按新制度规定借记"单位管理费用"科

目外，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等科目。

(二)高等学校使用计提的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购买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在财务会计下，按照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的成本金额，借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预

提费用一一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贷记"累计盈余"

科目。在预算会计下，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事业支出"

等科目，贷记"资金结存"科目。

七、关于附属单位工资返还的账务处理

高等学校附属单位职工薪酬按规定自行负担，但需由高

等学校代为发放时?高等学校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其

他应收款"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酣1"科目。高等学校收到附

属单位交来的返还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682／1109页



收款"科目。

八、关于出资成立非企业法人单位的账务处理

高等学校经批准出资成立非企业法人单位，如教育基金

会、研究院等，应当借记"其他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科目;同时，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

九、关于按合同完成进度确认事业收入

高等学校以合同完成进度确认事业收入时，应当根据业

务实质，选择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

比例、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

已经完成的时间占合同期限的比例、实际测定的完工进度等

方法，合理确定合同完成进度。

十、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通常情况下，高等学校应当按照附表 3 规定确定各类应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十一、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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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收入费用表

编制单位: 年月

项 目

一、本期收入

(一)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事业收入

其中:教育事业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

(工)上级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经营收入

(六)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七)投资收益

(八)捐赠收入

(九)利息收入

(十)租金收入

(十一)其他收入

其中:后勤保障单位净收入

三、本期费用

(一)业务活动费用

其中:教育费用

科研费用

(二)单位管理费用

其中:行政管理费用

后勤保障费用

离退休费用

单位统一负担的其他管理费用

(二)经营费用

(囚)资产处置费用

(五)上缴上级费用

(六)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七)所得税费用

(八)其他费用

二、本期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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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预算收入支出表

编制单位: 年

会政预 01 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本年预算收入

(一)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事业预算收入

其中:教育事业预算收入

科研事业预算收入

(丁)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

(五)经营预算收入

(六)债务预算收入

(七)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八)投资预算收益

(九)其他预算收入

其中:利息预算收入

捐赠预算收入

租金预算收入

后勤保障单位净预算收入

二、本年预算支出

(一)行政支出

(二)事业支出

其中:教育支出

科研支出

后勤保障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离退休支出

(二)经营支出

(四)上缴上级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六)投资支出

(七)债务还本支出

(八)其他支出

其中:利息支出

捐赠支出

二、本年预算收支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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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一、房屋及构筑物

1.房屋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2.简易房

3.房屋附属设施

4.构筑物

二、通用设备

l.计算机设备

2.办公设备

3.车辆

4.图书档案设备

5.机械设备

6.电气设备

7.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

|折向(年) 备注

50 

50 

30 

30 

8 

8 围墙、停车设施等

8 池、罐、槽、塔等

计算机、网络设备、安全设备、
6 

终端设备、存储设备等

6 
电话机、传真机、摄像机、刻

录机等

8 
载货汽车、牵引汽车、乘用军、

专用车辆等

5 

锅炉、液压机械、金属加工设

10 
备、泵、风机、气体压缩机、

气体分闰及液化设备、分离及

干燥设备等

5 
电机、变压器、电源设备、生

活用电器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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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信设备、广播、电视、电影
5 

设备

9.仪器仪表、电子和通信测量仪
5 

器、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10.除上述以外其他通用设备 5 

三、专用设备

1.探矿、采矿、选矿和造块设备 10 

2.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 10 

3.石油和化学工业专用设备 10 

4.炼焦和金属冶炼轧制设备 10 

5.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20 

6.核工业专用设备 20 

7.航空航天工业专用设备 20 

8.非金属矿物制品工业专用设
10 

备

9.工程机械 10 

10.农业和林业机械 10 

1 1.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10 

12.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10 

13.饮料加工设备 10 

14.烟草加工设备 10 

15.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10 

16.纺织设备 10 

17.缝纫、服饰、制革和毛皮加
10 

工设备

18.造纸和印刷机械 10 

19.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5 

20.医疗设备 5 

21.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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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安全生产设备 10 

23.邮政专用设备 10 

24.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10 

25.公安专用设备 3 

26.;]<工机械 10 

27.殡葬设备及用品 5 

28.铁路运输设备 10 

29.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0 

30.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 10 

3 1.专用仪器仪表 5 

32.文艺设备 5 

33.体育设备 5 

34.娱乐设备 5 

四、家具、用具、装具

l.家具 15 

其中: 学生用家具 5 

2.用具、装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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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原执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 (财会 (2013)30 号，

以下简称原制度)的高等学校l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过渡，现

对高等学校执行新制度及((关于高等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一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C 以下简称补

充规定)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高等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新

制度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

2.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1本规定所指高等学校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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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高等学校新旧会计

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项登

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目是指

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

及补充规定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

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 ) "库存现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短期投资"、"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无形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短期投

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无形资产"科目，其核算内容

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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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其中，还应当

将原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

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下"受托代理资产"明细

科目。

( 2)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原制度

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 。 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银行

存款"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金的金额，

转入新账的"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款"科目余额

减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银行

存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银行存款"科目余额中属

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银行存款"科目

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3) "预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付账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

"预付账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

将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预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受托代理资产"科目，高等学校在原账的

"预付账款"科目中核算了使用受托代理资金的预付账款的，应

当将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中使用受托代理资金的金额

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资产一一应收及暂付款"科目。

( 4) "其他应收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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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

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高等学

校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收

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高等学校如果有在原账

"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
未收到

物资的款项，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
经付款

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款项金额转入新账的
"在途

物品"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受托代理资产"科目，高等学校如果有使
用

受托代理资金支付其他应收款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
收款"

科目余额中使用受托代理资金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受托
代理资

产一一应收及暂付款"科目。

( 5) "存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和"加工物品"科目，原制度设
置

了"存货"科目。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存货"
科目余

额中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力口工物品"
科目;将

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额后的
差额，

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高等学校在原账的"存货"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

的受托代理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中属于
受托

代理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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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长期投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

"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

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

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及其

明细科目。

高等学校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核算的内容中，如果有被

投资单位属于非企业法人单位的，应当在转账时先将对非企业

法人单位出资的金额从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转出，借记

原账的"非流动资产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科目，贷记原账的"长

期投资"科目。

( 7) "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

"固定资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

将原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科目。

高等学校有使用受托代理资金购买的固定资产的，当将原

账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中使用受托代理资金购买固定资产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资产一一固定资产"科目借方。

( 8) "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与原账"累计折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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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已经计提了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
旧"科

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高等学校有使用受托代理资金购买的固定资产并计提了

折旧的，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余额中对使用受
托代理

资金购买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
余"科

目。

( 9)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转
账时，

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并账
"后的

金额，下同)中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
转入新

账的"预付账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程
"科目

余额减去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入
新账的

"在建工程"科目。

高等学校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

定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建
工程"

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
"科目。

(10)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

容与原账"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高等

学校已经计提了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摊销
"科

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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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的"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

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12)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

进行转账处理。

2.负债类

( 1 ) "短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
本

相同。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
转入

新账的相应科目。

( 2) "应缴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原制

度设置了"应缴税费"科目。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应

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应交增值税"科

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应缴税费"科目余额减去属于

应缴增值税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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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缴国

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
将原

账的"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余额转入
新账的

"应缴财政款"科目。

( 4)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高
等学校

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付

款"科目。其中，高等学校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
核算

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
其他应

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新账的
"受托

代理负债"科目。

( 5) "代管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受托代理负债"科目，原账的"代管款项
"

科目的核算内容包括了受托代理负债的内容。转账时，高
等学

校应当对原账中"代管款项"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
属于新

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负
债"科

目;将不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根据偿还期限分别
转入新

账的"其他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科目。

3.净资产类

( 1 ) "事业基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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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核算内
容包含了原

账"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高
等学校应当将原账

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
"科目。

( 2)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
"科目对应

内容进行核算。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
的"非流动资产

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高等学校有使用受托代理资金购买的固定资产
的，转账时，

应当将"非流动资产基金一一固定资产"科目
余额中属于受托

代理固定资产原值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受托代
理负债"科目。

( 3)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

"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高等学校应当

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
基金"科目。

( 4 ) "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
政补助结

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
额包含了原账

的"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
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的余额内容。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
财政补助结转"、

"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累

计盈余"科目。

( 5) "经营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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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本期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了

原账"经营结余"科目的核算内容。新制度规定"本期盈余"科目

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有

借方余额，转账时，高等学校应当将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借

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 6) "事业结余"、"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原账的"事业结余"、"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年末

无余额，这两个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收入类、支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设

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高等学校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

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

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科

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高等学校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

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余额

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股利

高等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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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入账的应收股利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应收股利金额，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累计

盈余"科目。

2.研发支出

高等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自行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费用按照新制度规

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开发阶段费用金额，借

记"研发支出"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3.受托代理资产

高等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

时，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金额，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4.盘盈资产

高等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照盘盈

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5.应付质量保证金

高等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 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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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扣留期在 1年以内(含1年) ]、"长期应

付款"科目[扣留期超过1 年]。

6.预计负债

高等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按照

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

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高等学校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

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

高等学校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

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单位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高等学校应当按

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的余额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

记"坏账准备"科目。

2.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单位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设置

"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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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单位持有被投资

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贷记"长期

股权投资-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记"累计盈余"

科目。

高等学校对已经持有，且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

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学校续贷维持经营的被投资单位

的投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可继续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

3.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

期债券投资应收利息，按照长期债券投资的应收利息金额，借

记"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收利息"科

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补提折旧

高等学校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全面核

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

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计提

折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5.补提摊销

高等学校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面核

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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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前期尚未计

提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6.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

期借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建工

程"科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按照

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高等学校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

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

"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

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高等学校应当对原

账的"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及对应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

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应缴税费、应付职工薪酬等)的金额，减去已经支

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其他应

收款等)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

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财政补助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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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

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按照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新账的"资金结

存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差额，登记新账的

"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非财政补

助结转"及对应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已经计入支出尚

未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应缴税费、应付职工薪酬等)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

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等)

的金额，加上已经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收入

(如预收账款等)的金额，减去已经计入预算收入尚未收到非

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转"科

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三)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703／1109页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金"科目余

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账的"资金

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科目。

(四) "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 u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

科目期末有借方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按照原账的"经营

结余"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经营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

金结存 货币资金"科目。

(五)"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事业基

金"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

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 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进行调整

( 1 )调整短期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投资"科目余额，借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2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科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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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区分计入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和计入非专项资金收

入的金额，按照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

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3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

分其中由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

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4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

项计入支出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分

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预付款

项的金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

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

( 5 )调整存货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购

入的存货金额和非购入的存货金额 。 对购入的存货金额划分出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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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的金额和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使

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6)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

投资的余额(不含对非企业法人投资)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用

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和用非现金资产及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

按照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科目为"非流动资产

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7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

券投资的余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技资、而且对应科目为"非流动资产

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8 )调整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科目余

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

( 9)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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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科目余额

进行分析，区分财政补助应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

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

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0 )调整应缴增值税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

额进行分析，划分出与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相关的金额和与非

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相关的金额。按照与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

金相关的金额，计算应调整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

应调整金额如为正数，按照该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货

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如为负数，按照

该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

( 11 )调整其他应缴税费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应缴税费"科目余额中非增值税的

其他应缴税费金额进行分析，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交金额、非财

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交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金额，

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2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中预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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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非专项资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3 )调整其他应付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扣除属于

受托代理负债的金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支出类的金额(确

认其他应付款时记入了支出)和周转类的金额(如收取的押金、

保证金等)，并对支出类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列支的金

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列支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列支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列支的金额，借记"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4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高等学校应当对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划

分出按照收入比例列支提取的专用基金(女口列支提取的职工福

利基金、列支提取的学生奖助基金等)，按照列支提取的专用

基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

政拨款结余"科目。

3. 高等学校按照前述 1 、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整出"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的，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

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础上，

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如减去新账中货币资

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退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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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其他应付款，加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他应收

款)，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 μ财政拨款结转"、"财政

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

计数，加上"经营结余"科目借方余额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

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六) "其他结余"、"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无需对"其

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高等学校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

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高等学校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预

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高等学校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会

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比

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高等学校对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制

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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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

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求

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

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

动表、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

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根

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

结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算

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

高等学校，应当首先参照《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

题的处理规定)) (财会 (2014) 3 号)，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

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

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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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 年 1 月 1 目前执行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的高等

学校，应当参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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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高等学校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预付账款
使用受托代理资金预付

其他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或已开出商业汇

票，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应收款

使用受托代理资金应收

其他

在如工存货

存货 非在加工存货

受托代理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 其中:对企业法人单位的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受托代理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受托代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备料款

应缴税费
应缴增值税

其他应缴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代管款项 其他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712／1109页



附表 2:

高等学校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女口转让资产的应收

应收票据、应
票据、应收账款

发生时计入收入
收账款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预付账款(扣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除属于受托代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理资产的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款)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

费等

其他应收款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扣除属于受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托代理资产的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应收款) 如支付的押金、应

需要收回及其他 收为职工垫付的款

项等

购入存货

存货(扣除属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购入于受托代理资
产的存货)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胸入

非购入存货
如无偿调入、接受

捐赠的存货等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扣 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
除对非企业法

用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人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应付票据、应
发生时计入支出

付账款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预收账款
预收专项资金
预收非专项资金

应缴税费一应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交
缴增值税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

应缴税费一应 财政补助资金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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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其他税费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交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
确认其他应付款时

支出类
确认了支出

其他应付款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扣除属于受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托代理负债的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如收取的押金、保
金额)

周转类
证金等

从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中提取

专用基金 从收入中列支提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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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高等学校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号
编号

1 1001 
2 1002 

3 1021 
4 1101 
5 1201 
6 1211 

7 1212 
8 1214 

9 1891 
10 1218 
11 1301 

12 1891 
13 1302 
14 1303 

15 1891 
16 1501 
17 1502 

18 1601 

19 1891 
20 1602 
21 3001 

22 1611 

23 1613 
24 1214 

25 1701 
26 1702 

27 1902 

28 2001 

29 2101 

30 2102 

31 
2103 

32 

33 2201 

34 2301 

35 2302 

新制度会计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受托代理资产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受托代理资产

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

受托代理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固定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一、资产类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累计盈余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预付账款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负债类

短期借款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缴财政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山东会计管理

1001 

1002 

11 01 
1201 
1211 
1212 

1213 

1215 

1301 

1401 

1501 

1502 

1511 

1601 
1602 
1701 

2001 

2101 

2102 
2103 

2201 

2301 
2302 

原制度会计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

待处置资产损溢

短期借款

应缴税费

应缴国库款

应缴财政专户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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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305 预收账款 2303 预收账款
37 2307 其他应付款

2305 其他应付款
38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31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39 2501 长期借款 2401 长期借款
40 2502 长期应付款 2402 长期应付款
41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42 2307 其他应付款 2501 代管款项
43 2502 长期应付款

三、净资产类
44 

3001 累计盈余
3001 事业基金

45 31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46 3101 专用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47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48 3001 累计盈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49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50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3403 经营结余(借方)

四、预算结余类
51 8101 财政拨款结转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52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53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54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3001 事业基金
55 8301 专用结余 3201 专用基金
56 8401 经营结余 3403 经营结余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57 8001 资金结存(借方) 3001 事业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3403 

经营结余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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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2018J 20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的补充规定和衔接规定的通知

教育部，各省、白了台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号)自 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中小

学校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关于中

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

衔接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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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关于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2. 关于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8月 17 日印发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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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 ，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中小学校1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科目和报表>) (以下简称新制度)做出如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事业支出"科目的明细核算要求

中小学校对"事业支出"科目的明细核算除了遵循新制

度规定外，还应当参照本规定附表 10

二、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一)新增项目及填列方法

中小学校应当在收入费用表的" (十一)其他收入"项

目不增加"其中:食堂净收入"项目;应当在预算收入支出

表的 μ( 九)其他预算收入"项目下"其中:押后所列项目

中增加"食堂净预算收入"项目。

"其中:食堂净收入" 和"食堂净预算收入"两个项

目的内容及填列方法详见本规定"三、关于中小学校食堂业

务的会计处理'\

(二)关于报表附注

1本规定所指的中小学校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和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社会力量举办的普
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工读教育学校、成人中学和成人初等学校。各
级人民政府和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杜会力量举办的幼儿园依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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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按照本规定附表 1 的格

式披露事业支出的基本情况。

三、关于中小学校食堂业务的会计处理

中小学校食堂实行独立核算或对食堂收支等主要业务

实行独立核算的?年末应当将食堂的报表信息并入学校相关

报表的相应项目 p 并抵销中小学校与食堂的内部业务或事项

对中小学校报表的影响。

但是?中小学校在编制收入费用表时?应当将食堂本年

收入和费用相抵后的净额并入本表"其他收入"项目金额?并

单独填列于该项目下的"食堂净收入"项目。如果食堂收入和

费用相抵后的净额合计数为负数 7 则以" "号填列。中小学

校在编制预算收入支出表时，应当将食堂本年预算收支相抵

后的净额并入本表"其他预算收入"项目金额，并单独填列于

该项目下的"食堂净预算收入"项目。如果食堂预算收入和支

出相抵后的净额合计数为负数，则以" "号填列。

中小学校应当在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提供将食堂财务

会计信息纳入学校财务报表情况的说明，包括内部业务或事

项抵销处理的情况?食堂本年收入、费用情况。

四、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通常情况节?中小学校应当按照附表 2 规定确定各类应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五、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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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中小学校事业支出明细表

事业支出(按照经费来:iæ圳分)

项目 同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有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一、工资福利支出

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

奖金

伙食补助费

绩敖工资

基本养老保障缴费

职业年全牵挂费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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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按照经费来摞划分)

项目 同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 t十

支出 支出

医疗费

外聘教职工工资

外聘教职工社会保障缴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办公费

印刷费

咨询费

手辑费

水费

电费

邮电费

取暖费

学校安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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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按黑经费来j原划分)

项目 同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 i十

支出 支出
!J\ Ì;十

支出 支出

校园保洁费

校园绿化费

其他物业管理费

市内差旅费

国内差放费

教师出国(堤)培训费

其他教职工出国(境)培训|费

教职工出国(境)考察费

仪器设各维恪(护)费

信息系统维修(护)费

房屋建筑物维售(护)费

其他维倭(护)费

租赁费

会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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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按照经费来涯划分)

项目 同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 t十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教师培训费

其他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

实验耗材费

体育耗材费

其他材料费

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

工会经费

福利费

校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其他交通费

学生活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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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按照经费来琼圳分)

项目 同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 ìt

支出 支出

学生出国(境)活动费

教师工会和党团活动

学校财产和责任保险费用

税费和附加费

财务及审计费

诉讼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离制t费

退休费

退职费

抚恤金

生活补助

医疗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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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按照经费来源划分)

项目 同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 目 基本 项 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其中: (1) 学生医疗费

(2) 教职工医疗费

助学金

其中: (1)助学金

(2) 奖学金

(3)书本费

(4) 伙食补贴

(5) 学生校外践习津贴

奖励金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四 、 资本性支出

房屋建筑物购建

办公设备附置

专用设备用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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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支出(按照经费来iW~~分)

项目 闻级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基本 项目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小计
支出 支出

仪器设各大型修缮

房屋建筑物大型倍缮

信息网络及软件附置更新

文物和陈列品附置

图书附置

无形资产用置

其他资本性支出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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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小学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备注

一、房屋及构筑物

1.房屋

钢结构 50 年

钢筋混凝土结构 50 年

砖j昆结构 30 年

砖木结构 30 年

2. 简易房 8 年

3. 房屋附属设施 8 年 围墙、停车设施等

4. 构筑物 8 年 油、罐、槽、塔等

二、通用设备

计算机、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终
1.计算机设备 6 年

端设备、存储设备等

电话机、传真机、复印机、投影仪、

2. 办公设备 6 年 多功能一体机、录音设各、电子白

板、 LED 显示屏、触控一体机等

校车、乘用车、载货汽车、专用车
3. 车辆 8 年

辆等

4. 图书档案设备 5 年

5. 机就设各 10 年 电棉、制冷空调、锅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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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变压器、电源设备、生活用
6. 电气设备 5 年

电器等

7. 通信设备 5 年

8.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5 年

9. 仪器仪表 5 年

10. 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年

11.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
5 年

器

三、专用设备

1.专用仪器仪表 5 年 教学专用仪器等

2. 文艺设备 5 年 乐器、舞台设备、影剧院设备等

3.体育设备 5 年 田赛设备、径赛设备、地类设备、

体育运动辅助设备等

4. 娱乐设备 5 年

5. 公安专用设备 3 年

6. 其他专用设备 10 年

四、家具、用具及装具

1.家具 15 年

其中:学生用家具(教学用) 5 年

2. 用具和装具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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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25 号?以下简

称新制度)。目前执行《中小学校会计制度)) (财会 (2013)

27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的中小学校\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过

渡，现对中小学校执行新制度及《关于中小学校执行〈政府会

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以

下简称补充规定)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中小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新

制度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

表。

(二)中小学校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儿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1本规定所指的中小学校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和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社会力量举办的普通中小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珠教育学校、士读教育学校、成人中学和j古人初等学校。各级人民政

府和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社会力量举办的幼儿园依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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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 。

2. 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 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 7 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中小学校新旧会计

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项登

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目是指

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 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 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p 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中小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

及补充规定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

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川) "库存现金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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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资

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G 转账时?中小学校

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其中 7

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

代理资产的金额 ， 转入新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下"受托代理

资产"明细科目。

( 2)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 。 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

"银行存款"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金的

金额，转入新账"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款"

科目余额减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

的"银行存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银行存款"科

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银

行存款"科目下的 u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 3) "应收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收票据

科目 F 这三个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应收账款"科目的核

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应收账款"

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应收票据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

收票据"科目;将原账的"应收账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

规定的应收账款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收账款"科目;将原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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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收账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的预付账款的金额

转入新账的 μ预付账款"科目。

( 4)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中小

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押科目，中小学校在原账"其他

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

资的款项，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经付款

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款项金额，转入新账的"在

途物品"科目。

( 5) "存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和"加工物品"科目?原制度

设置了"存货"科目。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存货"

科目余额中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加工物品"

科曰;将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额

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中小学校在原账的"存货"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

的受托代理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中属于受

托代理物资的金额 p 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

( 6) "长期投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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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 7 中小学校应当将原

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

的 4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 u长期投资"

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 p 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投资"

科目及其明细科目。

( 7)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转账时，

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并账"

后的金额，下同)中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转

入新账的"预付账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

程"科目余额减去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

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目。

中小学校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

定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 "在建工

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

科目。

( 8 ) ω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与原账"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

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余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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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账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 9)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该

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2. 负债类

( 1川) "短期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

"长期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

借款，\ "长期应付款"科目，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

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F 中小学校应当将

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 2) "应缴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 u应缴税费"科目。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

账的"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应交

增值税"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应缴税费"科目

余额减去属于应缴增值税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

交税费"科目。

( 3) "应缴国库款"、 4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缴

国库款?\ "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

将原账的"应缴国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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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

( 4) "应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 4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科目，这三个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的核

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应付账款"

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付票据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票据"科目;

将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付账款的金额转入新

账的 u应付账款"科目;将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中属

于预收账款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预收账款"科目。

( 5)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 ω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中小

学校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付款"科目。其中，中小学校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

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

"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新

账的"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 6) "代管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受托代理负债"科目?原账的"代管款项"

科目的核算内容包括了受托代理负债的内容。转账时，中小学

校应当对原账中"代管款项"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

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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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将不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根据偿还期限分别转入

新账中"其他应付款"和 u长期应付款"科目。

3. 净资产类

( 1)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 u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

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2 ) ω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进行原制度中 u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对应内容的核算。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 μ非流动资

产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μ累计盈余"科目。

( 3)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 μ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中小学

校应当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

科目。

( 4) "财政补助结转"、 "财政补助结余"、 "非财政

补助结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m 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财政补助结转

转"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财政

补助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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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转入新账的 μ累计盈余"科目。

( 5)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本期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

了原账"经营结余"科目的核算内容。新制度规定"本期盈余"

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

科目有借方余额?转账时 p 中小学校应当将原账的 4经营结余"

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 6) "事业结余"、 "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原账的"事业结余

年末无余额?这两个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 收入类、支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收入类、

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中小学校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

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目

的?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

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中小学校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

分录 p 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余额

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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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收股利

中小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应收股利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应收股利金额，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累

计盈余"科目。

2. 受托代理资产

中小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

时，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金额，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科

目，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3. 盘盈资产

中小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照

盘盈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 应付质量保证金

中小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

账时，按照确定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金额，借记 μ累计盈

余"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扣留期在 1 年以内(含

1 年) ]、 "长期应付款"科目[扣留期超过 1 年]。

5.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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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12月 31 日按照

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

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 u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

科目。

中小学校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

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中小学校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

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中小学校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

和其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中小学校应

当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

收款的余额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

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

2. 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中小学校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

设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中小学校

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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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

贷记 ω长期股权投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

记"累计盈余"科目。

3. 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

期债券投资应收利息?按照长期债券投资的应收利息金额，借

记"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收利息"

科目[分期付，皂、到期还本] ，贷记 μ累计盈余"科目。

4. 补提折旧

中小学校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全面核

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

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计提

折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 ω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5. 补提摊销

中小学校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面核

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

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前期尚未计

提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6. 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741／1109页



期借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建工

程"科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按

照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中小学校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

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飞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 μ财政拨款结转

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中小学校应

当对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科目及对应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

析，加上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文的应

付账款、应缴税费、应付职工薪酬等)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

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其他应收

款等)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

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财政补助结余"科目

余额?登记新账的 u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资金结

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 。 按照新账的"财政拨款结

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新账的"资

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差额?登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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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非财

政补助结转"科目及对应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在原账的"非

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基础上，加上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应缴税费、应付职工薪酬等)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补

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其他应

收款等)的金额，加上已经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

预算收入(如预收账款等)的金额 p 减去已经计入预算收入尚

未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的金

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 ω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

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三)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中小学校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金"

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账的

"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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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期末有借方余额，在新旧制

度转换时，按照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经

营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金结存"科目。

(五)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中小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事

业基金"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 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进行调整

( 1 )调整短期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投资"科目余额 3 借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

( 2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应收票据

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预算收入的金额和没有计

入预算收入的金额。对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再区分计入专

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和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按照计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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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p 贷记"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3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其中由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

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

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 μ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

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4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款

项计入支出的，应当对原账的 μ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分

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预付款

项的金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

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

预付的金额 2 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

( 5 )调整存货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存货"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

购入的存货金额和非购入的存货金额。对购入的存货企额划分

出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附入的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

金购入的金额和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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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 6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

投资的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和用非

现金资产及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按照用现金资产取得的企

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 。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科目为"非流动资产

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7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按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

投资的余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奋一→货币资金"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科目为"非流动资产

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8 )调整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科

目余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p 贷记"非财政

拨款结余"科目 。

( 9 )调整应缴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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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 ω应缴税费"、 "应付职工薪酬押

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计入支出尚未支付的金额划分出财政补

助应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

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

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

结余"科目。

( 10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应付票据

余额进行分析 F 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支出

的金额。将计入支出的金额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付的金额、非财

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

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 4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1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中预收非

财政非专项资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贷记 ω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2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中小学校应当对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划分出按照预算收入比例列支提取的专用基金?按照列支提取

的专用基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

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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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学校按照前述 L、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整出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自的甘，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基础上，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女口减去新账

中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

要退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力加口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

他应收款) ，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

贷方余额合计数'加上"经营结余"科目借方余额后的金额，

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押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

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六) "其他结余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

目。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无需对

μ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

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进行

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中小学校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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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中小学校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会

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日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比

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中小学校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

制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中小学校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

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求

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中小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

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

动表、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 p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中小学校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

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

算结转结余变动表的 u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

算收入支出表的 μ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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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

中小学校?应当首先按照《新旧中小学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

题的处理规定)) (财会 (2014J 5 号) ，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

并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

定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

科目。

(二)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执行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的中小

学校，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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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中小学校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 ， 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存货
库存物品

受托代理物资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各料款

应缴税费
应缴增值税

其他应缴税费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代管款项 其他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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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小学校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j主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其中: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女口转让资产的应收票据

和应收Ji!t(:款

发生时计入收入

应收账款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预付账款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f苦的差旅费等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其他应收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生:J:ι』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为

职工垫付的款项等

用入存货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陶入

存货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企附入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贿入

非购入存货
如无偿调入、接受捐赠

的存货等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
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

用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

长期债券投资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敖
其中: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发生时计入支出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应付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预收胀敖
其中:预收专项资金

预收非专项资金
从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中提取

专用基金 从收入中列支提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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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中小学校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离
川
旦
亏

新制度会计科目

名称

原制度会计科目

名称

一、资产类

1001 库存现金 1001 库存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1002 银行存款

1021 其他货币资金

4 1101 短期投资 1101 短期投资

5 1201 财政应退还额度 1201 财政应退还额度

6 1211 应收票据

7 1212 应收账款 1212 应收胀款

8 1214 预付胀款

9 1218 其他应收款
1215 其他应收款

10 1301 在途物品

11 1302 库存物品
1301 存货

12 1891 受托代理资产

13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1401 长其月投资

14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15 1601 固定资产 1501 固定资产

16 1611 工程物资

17 1613 在建工程 1511 在建工程

18 1214 预付账款

19 1701 无形资产 1601 无形资产

20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701 待处置资产损滥

二、负债类

21 

22 

短期借款

应交增值税

短期借款

应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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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24 2102 应缴国库款
2103 应缴财政款

25 2103 应缴财政专户款

26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7 2301 应付票据

28 2302 应付账款 2302 应付账款

29 2305 预收账款

30 2307 其他应付款
2305 其他应付款

31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32 2501 长期借款 2401 长期借款

33 2502 长期应付款 2402 长期应付款

34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35 2307 其他应付款 2501 代管款项

36 2502 长期应付款

三、净资产类

37 3001 事业基金
3001 累计盈余

38 31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39 3101 专用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40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41 3001 累计盈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42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43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3403 经营结余(借方)

四、预算结余类

44 8101 财政拨款结转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45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46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47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3001 事业基金

48 8301 专用结余 3201 专用基金

49 8401 经营结余 3403 经营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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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 财政补助结转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50 8001 资金结存(借方)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3001 事业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3403 经营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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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文件

财会 (2018) 23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的补充规定和衔接

规定的通知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高检院，有关人

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25号)自 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科学事

业单位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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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的衔接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一 2 一

2. 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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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科学事业单位1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下简称新制度)做出如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在新制度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

(一)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 "4101 事业

收入"科目下设置 "410101 科研收入"、 "410102 非科研收

入"明细科目。

1. "410101 科研收入"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开

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

2. "410102 非科研收入"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

开展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

入，包括技术活动收入、学术活动收入、科普活动收入、试

制产品活动收入、教学活动收入等。

技术活动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活动实现的收入。

学术活动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学术交流、学术期

刊出版等活动实现的收入。

1其他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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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科学知识宣传、讲

座和科技展览等活动实现的收入。

试制产品活动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试制中间试验产

品等活动实现的收入。

教学活动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教学活动实现的

收入。

(二)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 "5001 业务

活动费用"科目下设置 "500101 科研活动费用"、 "500102 非

科研活动费用"明细科目。

1. "500101 科研活动费用"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

位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 。

2. "500102 非科研活动费用"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

单位开展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

的各项费用，包括技术活动费用、学术活动费用、科普活动

费用、试制产品活动费用和教学活动费用等。

技术活动费用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

学术活动费用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学术交流、学术期

刊出版等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

科普活动费用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科学知识宣传、讲

座和科技展览等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

试制产品活动费用是指科学事业单位试制中间试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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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

教学活动费用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教学活动发生的

各项费用。

(三)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 "6101 事业

预算收入"科目下设置 "610101 科研预算收入"、 "610102 非

科研预算收入"明细科目。

1. "610101 科研预算收入"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

位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2. "610102 非科研预算收入"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

单位开展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

的现金流入，包括技术活动预算收入、学术活动预算收入、

科普活动预算收入、试制产品活动预算收入、教学活动预算

收入等。

技术活动预算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等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学术活动预算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学术交流、学

术期刊出版等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科普活动预算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科学知识宣

传、讲座和科技展览等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试制产品活动预算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试制中间试

验产品等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教学活动预算收入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教学活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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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现金流入。

(四)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 "7201 事业

支出"科目下设置 "720101 科研支出"、 "720102 非科研支

出"、 "720103 管理支出"明细科目。

1. "720101 科研支出"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开

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2. "720102 非科研支出"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

开展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

项现金流出，包括技术活动支出、学术活动支出、科普活动

支出、试制产品活动支出和教学活动支出等。

技术活动支出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学术活动支出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学术交流、学术期

刊出版等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科普活动支出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科学知识宣传、讲

座和科技展览等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试制产品活动支出是指科学事业单位试制中问试验产

品等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

教学活动支出是指科学事业单位开展教学活动发生的

各项现金流出。

3. "720103 管理支出"明细科目核算科学事业单位行

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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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发生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以及

由单位统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工会经费、诉讼费、中

介费等现金流出。

二、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一)关于收入费用表

1.新增项目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收入费用表的"(二)事业收入"项

目下增加"其中:科研收入"、"非科研收入"项目，在"(一)

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科研活动费用"、"非科

研活动费用"项目，详见附表 1 。

2. 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其中:科研收入"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

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

"事业收入一一科研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2) "非科研收入"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开展

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本

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收入一一非科研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

额填列。

( 3) "其中:科研活动费用"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

本期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目应

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一一科研活动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

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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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科研活动费用"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

开展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

项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一一非科研活动费

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二)关于预算收入支出表

1.新增项目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预算收入支出表的"(二)事业预算

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科研预算收入"、"非科研预算收

入"项目，在"(二)事业支出"项目下增加"其中:科研

支出"、"非科研支出"、"管理支出"项目，详见附表 2 。

2. 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其中:科研预算收入"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

本期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本项目应

当根据"事业预算收入一一科研预算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

额填列。

( 2) "非科研预算收入"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

开展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

金流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预算收入一一非科研预算收

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3) "其中:科研支出"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

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本项目应

当根据"事业支出一一科研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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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科研支出"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开展

科研活动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现

金流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一一非科研支出"科目

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5) "管理支出"项目，反映科学事业单位本期行政及

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各项现金流出，以及由单

位统一负担的其他现金流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一

一管理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三)关于附注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以下信息:

1.收入费用表有关项目的说明

( 1 )关于"非科研收入"项目，披露"技术活动收入"、

"学术活动收入"、"科普活动收入"、"试制产品活动收入"

和"教学活动收入"等构成项目的金额。

( 2 )关于"非科研活动费用"项目，披露"技术活动费

用"、"学术活动费用"、"科普活动费用"、"试制产品活动费

用"和"教学活动费用"等构成项目的金额。

2. 预算收入支出表有关项目的说明

( 1 )关于"非科研预算收入"项目，披露"技术活动预

算收入"、"学术活动预算收入"、"科普活动预算收入"、"试

制产品活动预算收入"和"教学活动预算收入"等构成项目

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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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非科研支出"项目，披露"技术活动支出"、

"学术活动支出"、"科普活动支出"、"试制产品活动支出"

和"教学活动支出"等构成项目的金额。

三、关于合作项目款的账务处理

本规定所称合作项目款是指科学事业单位从非同级政

府财政部门取得的，需要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的科技项目

(课题)款项。科学事业单位对合作项目款核算的账务处理

如下:

(一)从付款方预收款项时，在财务会计下，按照收到

的款项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预收账款"

科目;同时，在预算会计下，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资金

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事业预算收入"科目。

(二)按照合同规定将合作项目款转拨合作单位时，在

财务会计下，按照实际转拨的金额，借记"预收账款"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在预算会计下，按照相同

的金额，借记"事业预算收入"科目[转拨当年收到的合作

项目款]或"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转拨以前年度收到的合

作项目款]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三)按照合同完成进度确认本单位科研收入时，按照

计算确认收入的金额，借记"预收账款"科目，贷记"事业

收入"科目。

(四)发生因科技项目(课题)终止等情形，需按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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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项目剩余资金返回项目(课题)立项部门时，对本单位

承担项目使用的剩余资金，在财务会计下，按照实际返回的

金额，借记"预收账款"科目[尚未确认收入]或"事业收入"

科目[已经确认收入]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在

预算会计下，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事业预算收入"科目

[本年度取得的合作项目款]或"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以

前年度取得的合作项目款]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

对合作单位承担项目使用的剩余资金，于收回时按照收

回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

科目;转退回给项目(课题)立项部门时，借记"其他应付

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关于计提和使用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的账务处理

(一)科学事业单位按规定从科研项目收入中计提项目

间接费用或管理费时，除按新制度规定借记"单位管理费用"

科目外，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等科目。

(二)科学事业单位使用计提的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

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在财务会计下，按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成本金额，借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预

提费用一一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贷记"累计盈余"

科目。在预算会计下?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事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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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目，贷记"资金结存"科目。

五、关于按合同完成进度确认事业收入

科学事业单位以合同完成进度确认事业收入时，应当根

据业务实质，选择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

本的比例、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

例、已经完成的时间占合同期限的比例、实际测定的完工进

度等方法，合理确定合同完成进度。

六、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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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编制单位:

项目

一、本期收入

(一)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事业收入

其中:科研收入

非科研收入

(二〉上级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c在)经营收入

(六〉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七〉投资收益

(八〉捐赠收入

〈九)利息收入

(十)租金收入

(十一)其他收入

二、本期费用

(一)业务活动费用

其中:科研活动费周

非科研活动费用

(二)单位管理费用

(注)经营费周

(四)资产处置费用

(于i) 上缴上级费用

(六)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七)所得税费时

(八)其他费用

三、本期盈余

收入费用表

年月

本月数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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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本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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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预算收入支出表

编制单位· 年

会政预 01 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本年预算收入

(一)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其中z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事业预算收入

其中:科研预算收入

非科研预算收入

(三〉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

(五)经营预算收入

(六〉债务预算收入

(七〉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JU 投资预算收益

(九)其他预算收入

其中:利息预算收入

捐赠预算收入

租金预算收入

二、本年预算支出

(一)行政支出

<=)事业支出

其中=科研支出

非科研支出

管理支出

(士)经营支出

〔四)上缴上级支山

(丑 )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C/仆投资支出

(七〉债务还本支出

( J\..) 其他支出
其中:利息支出

捐赠支出

三、本年预算收支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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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子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财会 (2013 ) 

29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的科学事业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

利过渡，现对科学事业单位执行新制度及《关于科学事业单位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

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科学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

报表。

(二)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

相关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

2. 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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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科学事业单位新旧

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

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目

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 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 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曰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

制度及补充规定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

试，实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l.资产类

( 1) "库存现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库存现

金"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余额中属

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库存现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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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2)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

原账"银行存款"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

金的金额，转入新账"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

款"科目余额减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后的差额，转入

新账的"银行存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银行存款"

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

"银行存款"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3) "财政应返还额度"、"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预付账款"、"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应返还额度"、"短期投资"、"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科

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

账的相应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受托代理资产"科目，科学事业单位在原

账上述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应当将

原账上述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

入新账"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 4) "其他应收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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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科学

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科学事业单位在原账"其

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

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经付款或

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

科目。

( 5) "库存材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

设置了"库存材料"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

的"库存材料"科目余额中属于在加工材料的金额，转入新账

的"加工物品"科目;将原账的"库存材料"科目余额减去属

于在加工材料的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 6 ) "科技产品"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科目，原制度

设置了"科技产品"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

的"科技产品"科目中"生产成本"明细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加工物品"科目·将原账的"科技产品"科目中"产成品"

明细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 7) "长期投资"科目

一 18 一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773／1109页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

将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金额，转入

新账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

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

券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

( 8) "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已经计

提了固定资产折旧的科学事业单位，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

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日"科目。

( 9)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转账时，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并

账"后的金额，下同)中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

转入新账"预付账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

程"科目余额减去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

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目。

科学事业单位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

度规定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建

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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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科目。

(10)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已经计提

了无形资产摊销的科学事业单位，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

计摊销"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11) "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与原账"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

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12)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该

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2. 负债类

( 1) "短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票

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

科目，这些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

基本相同。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

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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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应缴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应缴税费"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

将原账的"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应

交增值税"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应缴税费"科

目余额减去属于应缴增值税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

应交税费"科目。

( 3) "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缴

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

当将原账的"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余额转入

新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

( 4)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科学

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付款"科目。其中，科学事业单位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

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

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

新账的"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3. 净资产类

( 1 ) "事业基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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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

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

应当将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

科目。

( 2)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对

应内容进行核算。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非流

动资产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3)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科学事业

单位应当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

金"科目。

( 4 ) "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

转"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转"

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财政

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5)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本期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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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账"经营结余"科目的核算内容。新制度规定"本期盈余"

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

科目有借方余额，转账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将原账的"经营

结余"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 6) "事业结余"、"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原账的"事业结余"、"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年

末无余额，这两个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 收入类、支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

度设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科学事业单位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

应当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

目的，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

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科学事业单位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

工作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

余额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股利

科学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目前未入账的应收股利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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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时，按照确定的应收股利金额，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

记"累计盈余"科目。

2. 研发支出

科学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目前未入账的自行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费用按照新制

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开发阶段费用金额，

借记"研发支出"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3.受托代理资产

科学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目前未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

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入账成本，借记"受托代

理资产"科目，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4. 盘盈资产

科学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

账时，按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目，

按照盘盈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5. 预计负债

科学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12 月 31

日按照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

照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

负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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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付质量保证金

科学事业单位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12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

新账时，按照确定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金额，借记"累计

盈余"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扣留期在1年以内(含

1年) ]、"长期应付款"科目[扣留期超过1年]。

科学事业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

项的，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科学事业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

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单位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应

当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

收款的余额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

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

2. 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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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设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曰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科

学事业单位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

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

额，借记或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

贷记或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3. 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

记长期债券投资应收利息，按照长期债券投资的应收利息金额，

借记"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收利

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 补提折旧

科学事业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全

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

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

"累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

5. 补提摊销

科学事业单位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

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

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前期尚

未计提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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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6. 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

记长期借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

建工程"科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按照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科学事业单位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

时，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

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

应当对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

各项结转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

生时列文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

入支出(如购入的库存材料、科技产品成本中支付的款项、预

付账款等)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

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按照原账"财政补助结余"

科目余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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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的"资金

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按照新账的"财政拨款

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新账的

"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差额，登

记新账"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非

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

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发生时

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库存材料、科技产品成本中支付的款

项、预付账款等)的金额，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收入中已经收

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收入(如预收账款)的金额，

减去已经计入收入尚未收到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应收账款)

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转"

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 三 )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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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

金"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

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

科目。

(四) "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期末有借方余额，在新旧制

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余

额，借记新账的"经营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

一货币资金"科目。

(五)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

"事业基金"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 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进行调整

( 1 )调整短期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投资"科目余额，借

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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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 2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科

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和没有计入

收入的金额。对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再区分计入专项资金

收入的金额和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按照计入非专项资

金收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3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

析，区分其中由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

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

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4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

分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文)和非预付

款项的金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预付的

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

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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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调整库存材料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库存材料"科目余额进行分

析，区分购入的库存材料金额和非购入的库存材料金额。对购

入的库存材料金额划分出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的金额、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和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

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

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

( 6 )调整科技产品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科技产品"科目余额进行分

析，区分其中已经支付资金的金额。对科技产品成本中已经支

付资金的金额划分出其中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支付的金

额和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支付的金额，按照使用非财政

补助非专项资金支付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7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

股权投资的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和

用非现金资产及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按照用现金资产取得的

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科目为"非流动资产

山东会计管理 - 31 一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786／1109页



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8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

于债券投资的余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

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科目为"非流动资产

基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9 )调整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科目余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

政拨款结余"科目。

(10)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长期应

付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长期应付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

中发生时计入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支出的金额。将计入支出的

金额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的

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

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

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1 )调整应缴增值税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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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余额进行分析，划分出与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相关的金额和

与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相关的金额。按照与非财政补助非专

项资金相关的金额，计算应调整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

应调整金额如为正数，按照该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

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如为负数，按

照该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

货币资金"科目。

( 12 )调整其他应缴税费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应缴税费"科目余额中非增值

税的其他应交税费金额进行分析，划分出财政补助应交金额、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交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

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金额，借记"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3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中预

收非财政非专项资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4 )调整其他应付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扣

除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金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支出类的金

额(确认其他应付款时计入支出)和周转类的金额(如收取的

押金、保证金等)，并对支出类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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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列支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

项资金列支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列支的金额，

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

科目。

( 15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对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

析，划分出按照收入比例列支提取的专用基金，按照列支提取

的专用基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

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3. 科学事业单位按照前述 1 、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整出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

础上，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女口减去新账中

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

退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等，力加口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

他应收款等)，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余"科目贷方

余额合计数，加上"经营结余"科目借方余额后的金额，登记

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

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六) "其他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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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

目。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

业单位无需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

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科学事业单位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

会计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

置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科学事业单位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

算会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

当比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科学事业单位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 应

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

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

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曰资产负债表(仅

要求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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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财

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

产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

表时，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

目余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

算结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

算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

科学事业单位，应当首先按照《新旧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

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财会 (2014J 4 号)，将基建账套相

关数据并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

照本规定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

账相应科目。

(二)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执行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的科学事

业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一 36 一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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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科学事业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或已开出商业

其他应收款 汇票，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库存材料
在加工材料

非在加工材料

科技产品
生产成本

产成品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备料款

应缴税费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其他

山东会计管理 一 3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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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科学事业单位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如转让资产的应
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收票据、应收账

应收票据、应 款

收账款 发生时计入收入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

旅费等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其他应收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如支付的押金、
需要收回及其他 应收为职工垫付

的款项等
购入存货

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

库存材料、科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购入
技产品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

非购入存货

长期股权技资

长期投资
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

用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

长期债券投资

应付票据 、 应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发生时计入支出
付账款、应付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职工薪酬、 长

期应付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预收账款
预收专项资金

预收非专项资金

应缴税费一应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交
缴增值税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

一 38 一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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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缴税费一应
财政补助应交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交
缴其他税费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交

支出类
确认其他应付款

时确认支出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其他应付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周转类
如收取的押金、

保证金等
从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中提取

专用基金 从收入中列支提取

其他

山东会计管理 一 3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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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科学事业单位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

号同
一、资产类

1001 

2 1002 

3 1021 

4 1101 

5 1201 

6 1211 

7 1212 

8 1214 

9 1218 

10 1301 

11 1302 

12 1303 

13 1302 

14 1303 

15 1501 

16 1502 

- 40 一

新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

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编号 | 

1001 

1002 

1101 

1201 

1211 

1212 

1213 

1215 

1301 

1302 

1401 

山东会计管理

原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库存材料

科技产品

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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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601 固定资产 1501 固定资产

18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502 累计折旧

19 1611 工程物资

20 1613 在建工程 1511 在建工程

21 1214 预付账款

22 1701 无形资产 1601 无形资产

23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1602 累计摊销

24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701 待处置资产损溢

二、负债类

25 2001 短期借款 2001 短期借款

26 2101 应交增值税
2101 应缴税费

27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28 2102 应缴囡库款
2103 应缴财政款

29 2103 应缴财政专户款

30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31 2301 应付票据 2301 应付票据

32 2302 应付账款 2302 应付账款

33 2305 预收账款 2303 预收账款

34 2307 其他应付款
2305 其他应付款

35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36 2501 长期借款 2401 长期借款

山东会计管理 - 4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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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001 

39 

40 3101 

41 

42 3001 

43 

44 3001 

45 8101 

46 8102 

47 8201 

48 8202 

49 8301 

50 8401 

51 

52 

53 
8001 

54 

55 

56 

- 42 一

2402 I 长期应付款

三、净资产类

3001 事业基金
累计盈余

31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专用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累计盈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累计盈余(借方) 3403 经营结余(借方)

四、预算结余类

财政拨款结转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非财政拨款结转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非财政拨款结余 3001 事业基金

专用结余 3201 专用基金

经营结余 3403 经营结余

3301 财政补助结转

3302 财政补助结余

3401 非财政补助结转
资金结存(借方)

3001 事业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3403 经营结余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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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8月 27 日印发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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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2018J 24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

规定和衔接规定的通知

卫生健康委，各省、白了台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号)自 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医院

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关于医院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衔接规定>>，现印

发给你们，请迫照执行。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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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关于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2. 关于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科川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9月 3 日印发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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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公立医院 I (以下简称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以下简称新制度)做出如

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在新制度相关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

(一)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212应收账款"科目下

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121201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科目，核算医院因提供

医疗服务而应向在院病人收取的医疗款。

2."121202 应收医疗款"科目，核算医院因提供医疗服务

而应向医疗保险机构、门急诊病人、出院病人等收取的医疗

款，应当按照医疗保险机构、门急诊病人、出院病人等进行

明细核算 。 医院应当在本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12120201 应收医保款"科目，核算医院因提供医

疗服务而应向医疗保险机构收取的医疗款。

(2) "12120202 门急诊病人欠费"科目，核算门急诊病

1本规定所指公立医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各类独立核算的公立医院，含
综合医院、

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专科医院、门诊部(所)、疗养院等，
不包括城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站)、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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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付未付医疗款 。

( 3 ) "12120203 出院病人欠费寸斗目，核算出院病人应

付未付医疗款。

3."121203 其他应收账款"科目核算医院除应收在院病

人医疗款、应收医疗款以外的其他应收账款，如医院因提供

科研教学等服务、按合同或协议约定应向接受服务单位收取

的款项。

(二)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219坏账准备"科目下

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12190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科目，核算医院按规定对

"应收账款一-应收医疗款"、"应收账款一一其他应收账款"

提取的坏账准备。

2."12190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科目，核算医院按规定

对其他应收款提取的坏账准备。

(三)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302 库存物品"科目下

设置"130201 药品"、 "130202 卫生材料"、 "130203 低值易

耗品"、 "130204 其他材料"和"130205成本差异"明细科目 。

在"130202 卫生材料"科目下设置"13020201 血库材料"、

"13020202 医用气体"、 "13020203 影像材料"、 "13020204 化

验材料"和"13020205其他卫生材料"明细科目，分别核算相关

物品的成本。

(囚)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601 固定资产"、 "1602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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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下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经费性质(财

政项目拨款经费、科教经费、其他经费)进行明细核算。

(五)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701 无形资产"、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下按照形成无形资产的经费性质

(财政项目拨款经费、科教经费、其他经费)进行明细核算。

(六)医院应当根据核算需要，参照"1601 固定资产"、

"1701 无形资产"等科目，在新制度规定的"1613 在建工程"、

"1703 研发支出"等科目下按照经费性质(财政项目拨款经

费、科教经费、其他经费)进行明细核算。

(七)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2305 预收账款"科目下

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l.吃30501 预收医疗款"科目，核算医院预收医疗保险机

构预拨的医疗保险金和预收病人的预交金。医院应当在本科

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23050101 预收医保款"科目，核算医院预收医疗

保险机构预拨的医疗保险金。

(2) "23050102门急诊预收款"科目，核算医院预收门急

诊病人的预交金。

( 3 ) "23050103住院预收款"科目，核算医院预收住院病

人的预交金。

2.吃30502 其他预收账款"科目，核算医院除预收医疗款

以外的其他预收账款，如医院因提供科研教学等服务、按合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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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协议约定预收接受服务单位的款项。

(八)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001 累计盈余"科目下

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300101 财政项目盈余"科目，核算医院财政项目拨款

收入减去使用财政项目经费发生的费用后的累计盈余。

2."300102 医疗盈余"科目，核算医院开展医疗活动形成

的、财政项目盈余以外的累计盈余。

3."300103 科教盈余"科目，核算医院开展科研教学活动

形成的、财政项目盈余以外的累计盈余。

4."300104 新旧转换盈余"科目，核算医院新旧制度衔接

时转入新制度下累计盈余中除财政项目盈余、医疗盈余和科

教盈余以外的累计盈余。

(九)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101 专用基金"科目

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310101 职工福利基金"科目，核算医院根据有关规定、

依据财务会计下医疗盈余(不含财政基本拨款形成的盈余)

计算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2."310102 医疗风险基金"科目，核算医院根据有关规定、

按照财务会计下相关数据计算提取并列入费用的医疗风险

基金。

(十)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301 本期盈余"科目

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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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01 财政项目盈余"科目，核算医院本期财政项目

拨款相关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额 。

2."330102 医疗盈余"科目，核算医院本期医疗活动产生

的、除财政项目拨款以外的各项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额 。

3."330103 科教盈余"科目，核算医院本期科研教学活动

产生的、除财政项目拨款以外的各项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

额 。

(十一)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302 本年盈余分配"

科目下设置"330201 提取职工福利基金"、 "330202 转入累

计盈余"明细科目。

(十二)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4001 财政拨款收入"

科目下按照财政基本拨款收入、财政项目拨款收入进行明细

核算 。

(十三)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4101 事业收入"科目

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410101 医疗收入"科目 ， 核算医院开展医疗服务活动

实现的收入。 医院应当在本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41010101 门急诊收入"科目，核算医院为门急诊

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实现的收入。

医院应当在 "4钊10创10创10川l 门急诊收入"科目下设置

"吁41ω01ω01ω01ω01 挂号收入，"，\、 "ι410创10创10川10ω2 诊察收入

"吨41ω01ω01ω01ω03 检查收入"、‘"‘410川10创10创10ω4 化验收入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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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41ω0101ω01ω05 治疗收入

"吨41ω01ω01ω01ω07 卫生材料收入"、"吗410川10创10创10侃8 药品收入

"吨41ω01ω01ω01ω09 其他门急诊收入"等明细科目;在"4钊10创10ω10们10侃8 

药品收入"科目下设置‘"410101010801 西药收入

"吨41ω01ω01ω01ω08创02 中成药收入"和‘"‘啡410101010803 中药饮片收入"

明细科目 。

(2) "41010102 住院收入"科目，核算医院为住院病人

提供医疗服务实现的收入。

医院应当在‘"4咄4钊10川10创10ω2 住院收入"科目下设置

"吨41ω01ω01ω02约01 床位收入

"吨41ω01ω01ω02约03 检查收入"、‘"4101010204 化验收入

"吨41ω01ω01ω02约05 治疗收入

"吨41ω01ω01刊02约07 护理收入

"吗41ω01ω010209 药品收入"\、‘"吗410们10川10ω21ω0 其他住院收入"等明

细科目;在 "4钊10们10创10ω209 药品收入"科目下设置

"410101020901 西药收入"、 "410101020902 中成药收入"和

"410101020903 中药饮片收入"明细科目 。

(3) "41010103 结算差额"科目，核算医院同医疗保险

机构结算时，因医院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认的

应收医疗款金额与医疗保险机构实际支付金额不同而产生

的需要调整医院医疗收入的差额(不包括医院因违规治疗等

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拒付所产生的差额)。医院因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06／1109页



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拒付而不能收回

的应收医疗款，应按规定确认为坏账损失 ， 不通过本明细科

目核算。

2."410102 科教收入"科目，核算医院开展科研教学活动

实现的收入。

医院应当在"410102 科教收入"科目下设置"41010201

科研收入"、 "41010202 教学收入"明细科目 。

医院因开展科研教学活动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

经费拨款，应当在"事业收入-一科教收入----科研收入"和

"事业收入←二科教收入一一教学收入咐目下单设"非同级

财政拨款"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

(十四)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001 业务活动费用"

科目下按照经费性质(财政基本拨款经费、财政项目拨款经

费、科教经费、其他经费)进行明细核算，并对政府指令性

任务进行明细核算 。 此外，医院除遵循新制度规定外，还可

根据管理要求，参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对业务活动费用进行明细核算，在新制度规定

的"商品和服务费用"明细科目下设置"专用材料费"明细科目，

并按照"卫生材料费"、"药品费"进行明细核算 。

(十五)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101 单位管理费用"

科目下按照经费性质(财政基本拨款经费、财政项目拨款经

费、科教经费、其他经费)进行明细核算 。 医院可根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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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参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在新制度规定的"商品和服务费用"明细

科目下设置"专用材料费"明细科目，并按照"卫生材料费"、

"药品费"进行明细核算。

(十六)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901 其他费用"科目

下对政府指令性任务进行明细核算 。

(十七)医院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6101 事业预算收入"

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610101 医疗预算收入"科目，核算医院开展医疗活动

取得的现金流入。

医院应当在 "610101 医疗预算收入"科目下设置

"61010101 门急诊预算收入"、 "61010102 住院预算收入"明

细科目 。

2."610102 科教预算收入"科目，核算医院开展科研教学

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医院应当在 "610102 科教预算收入"科目下设置

"61010201 科研项目预算收入"、 "61010202 教学项目预算收

入"明细科目，并单设"非同级财政拨款"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医院执行新制度在新制度相关一级科目下新增明细科目

的情况详见附表 1 。

二、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医院应当按月度和年度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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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按年度编制财务报表附注。

医院除按照新制度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外，还

应按照本规定编制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详见附表 4 )。

(一)关于资产负债表

1.新增项目

医院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累计盈余"项目下增加"其中;财

政项目盈余"、"医疗盈余"、"科教盈余"、"新旧转换盈余"项

目(详见附表 2 )。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财政项目盈余"项目，反映医院接受财政项目拨款

产生的累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据"累计盈余一一财政项目盈

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 2 ) "医疗盈余"项目，反映医院开展医疗活动产生的累

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据"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的期

末余额填列。

( 3 ) "科教盈余"项目，反映医院开展科研教学活动产生

的累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据"累计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

的期末余额填列。

( 4 ) "新旧转换盈余"项目，反映医院在新旧制度衔接时

形成的转换盈余扣除执行新制度后累计弥补医疗亏损后的

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累计盈余←一-新旧转换盈余"科目的

期末余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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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净资产变动表

l.调整项目

医院应当将净资产变动表中"其中:从预算收入中提取"

行项目调整为"其中: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取"，将"从预

算结余中提取"行项目调整为"从本期盈余中提取"。

2.调整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取"行，反映医院本年从

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取专用基金对净资产的影口向 。 本行"专

用基金"项目应当通过对"专用基金"科目明细账记录的分析，

根据本年按有关规定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取专用基金

的金额填列。

( 2 ) "从本期盈余中提取"行，反映医院本年根据有关规

定从本年度盈余中提取专用基金对净资产的影响。本行u累计

盈余"、"专用基金"项目应当通过对"专用基金"科目明细账记

录的分析，根据本年按有关规定从本期盈余中提取专用基金

的金额填列;本行"累计盈余"项目以" - "号填列。

(三)关于收入费用表

l.新增项目

医院应当在收入费用表的"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

后增加"其中:财政基本拨款收入"、"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

目;在" (二)事业收入"项目下增加μ其中:医疗收入"、"科

教收入"项目;在" (一)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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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基本拨款经费"、"财政项目拨款经费"、"科教经费"、"其

他经费"项目;在" (二)单位管理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

财政基本拨款经费"、"财政项目拨款经费"、"科教经费"、"其

他经费"项目;在"三、本期盈余"项目下增加"其中:财政项

目盈余"、"医疗盈余"、"科教盈余"项目，详见附表 3 。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1)"( 一)财政拨款收入"项目下的"其中:财政基本

拨款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取得的财政拨款收入中属于财

政基本拨款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呗政拨款收入一←财政

基本拨款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取得的财政拨

款收入中属于财政项目拨款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

款收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2)"( 二)事业收入"项目下的"其中:医疗收入"项目，

反映医院本期开展医疗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

业收入一一一医疗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科教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开展科研教学活动实现

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收入一二科教收入

期发生额填列。

(3)"( 一)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的"其中:财政基本

拨款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财政基本拨款经费发生的

各项业务活动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科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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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性质为财政基本拨款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财政项目

拨款经费发生的各项业务活动费用 。 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

动费用"科目中经费性质为财政项目拨款经费部分的本期发

生额填列。

"科教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科教经费开展科研

教学活动所发生的各项业务活动费用 。 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

活动费用"科目中经费性质为科教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

列。

"其他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其他经费开展医疗

活动所发生的各项业务活动费用 。 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

费用"中经费性质为其他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4)"( 二)单位管理费用"项目下的"其中:财政基本

拨款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财政基本拨款经费发生的

各项单位管理费用 。 本项目应当根据"单位管理费用"科目中

经费性质为财政基本拨款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财政项目拨款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财政项目

拨款经费发生的各项单位管理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单位管

理费用寸斗目中经费性质为财政项目拨款经费部分的本期发

生额填列。

"科教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科教经费(从科教

经费中提取的项目管理费或间接费)所发生的各项单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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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单位管理费用"科目中经费性质为科

教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其他经费"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其他经费开展医疗

活动所发生的各项单位管理费用 。 本项目应当根据"单位管理

费用"科目中经费性质为其他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5 ) "三、本期盈余"项目下的"其中:财政项目盈余"项

目，反映医院本期财政项目拨款收入扣除使用财政项目拨款

经费发生的费用后的净额 。 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拨款

收入"项目下"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金额减去"业务活动费

用"项目下"财政项目拨款经费"项目与"单位管理费用"项目

下"财政项目拨款经费"项目金额合计数后的金额填列 。

"医疗盈余"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医疗活动相关收入扣除

医疗活动相关费用后的净额 。 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拨

款收入"项目下"财政基本拨款收入"、"事业收入"项目下"医

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

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

息收入"、"租金收入"、"其他收入"项目金额合计数减去"业

务活动费用"项目下"财政基本拨款经费"和"其他经费"、"单

位管理费用"项目下"财政基本拨款经费"和"其他经费"、"经

营费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对附属单位

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项目金额合计数后的

金额填列;如相减后金额为负数，以" "号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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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盈余"项目，反映医院本期科研教学活动收入扣除

科研教学活动费用后的净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事业收

入"项目下"科教收入"项目金额减去"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

"科教经费"项目与"单位管理费用"项目下"科教经费"项目金

额合计数后的金额填列。

(四)关于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

1.本表反映医院在某一会计期间内医疗活动相关收入、

费用及其所属明细项目的详细情况。

2.本表"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月实际发生数。 编制

年度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时，应当将本栏改为"本年数"，

反映本年度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

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至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实际发生数 。 编制年度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时，应

当将本栏改为"上年数"，反映上年度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

"上年数"栏应当根据上年年度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中

"本年累计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 。

如果本年度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规定的项目名称和

内容同上年度不一致 ， 应当对上年度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

表项目名称和数字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

金额填入本年度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的"上年数"栏内。

3.本表各项目的填列方法

( 1 )医疗活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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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活动收入合计"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医疗活动收入

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医疗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

入"、"租金收入"、"其他收入"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项目应根据"财政拨款收入一一基

本支出"明细科目本期发生额填列。

"医疗收入"项目及其所属明细项目应根据"事业收入

←→-医疗收入"科目及其所属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非

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其他收入"项目应根据所对应科目的本期发生

额填列。

( 2 )医疗活动费用

"医疗活动费用合计"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医疗活动费用

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

用"、"经营费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对

附属单位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项目金额的

合计数填列。

"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项目及其所属明细项

目应根据"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科目及其所属明

细科目中经费性质为财政基本拨款经费和其他经费的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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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额填列 。

"经营费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 u对附

属单位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项目应根据所

对应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五)关于预算收入支出表

1.新增项目

医院应当在预算收入支出表的"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项目后增加"其中:财政基本拨款预算收入"、"财政项目拨款

预算收入";在" (二)事业预算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医

疗预算收入"、"科教预算收入"项目;在" (二)事业支出"

项目下增加"其中:财政基本拨款支出"、"财政项目拨款支出"、

"科教资金支出"、"其他资金支出"项目;在"三、本年预算收

支差额"项目下增加"其中:财政项目拨款收支差额"、"医疗

收支差额"、"科教收支差额"项目，详见附表 5 0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1)"( 一)财政拨款预算收入"项目下的"其中:财政

基本拨款预算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取得的财政拨款预算

收入中属于财政基本支出拨款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

拨款预算收入一一基本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预算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取得的财

政拨款收入中属于财政项目支出拨款的金额 。 本项目应当根

据"财政拨款预算收入一-项目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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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事业预算收入"项目下的"其中:医疗预算

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开展医疗活动取得的预算收入。 本

项目应当根据"事业预算收入一一医疗预算收入咐目的本期

发生额填列。

"科教预算收入"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开展科研教学活动

取得的预算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预算收入一一一科教预

算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3)"( 二)事业支出"项目下的"其中:财政基本拨款

支出"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财政基本拨款发生的事业支出 。

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科目中资金性质为财政基本拨款

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支出"项目，反映医院本期使用财政项目

拨款发生的事业支出 。 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科目中资

金性质为财政项目拨款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科教资金支出"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开展科研教学活动

所发生的事业支出 。 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科目中资金

性质为科教资金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其他资金支出"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开展医疗活动所发

生的事业支出 。 本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支出"科目中资金性质

为其他资金部分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 4) "三、本年预算收支差额"项目下的"财政项目拨款

收支差额"项目，反映医院本期财政项目拨款预算收入扣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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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项目拨款支出后的差额，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拨款预算收

入"项目下"财政项目拨款预算收入"项目金额减去本表中"事

业支出"项目下"财政项目拨款支出"项目金额后的金额填列 。

"医疗收支差额"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医疗活动相关的预

算收入扣除相关预算支出后的差额，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拨

款预算收入"项目下"财政基本拨款预算收入"项目金额以及

本表中"事业预算收入一一医疗预算收入"、"上级补助预算收

入"、"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经营预算收入"、"债务预

算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投资预算收益"、"其

他预算收入"项目金额合计数减去"事业支出"项目下"财政基

本拨款支出"、"事业支出"项目下"其他资金支出"、"经营支

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投资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其他支出"项目金额合计数后的金额填列;

如相减后金额为负数，以" "号填列。

"科教收支差额"项目，反映医院本期开展科研教学活动

相关预算收入扣除相关预算支出后的差额 ? 应当根据本表中

"事业预算收入"项目下"科教预算收入"项目金额减去"事业

支出"项目下"科教资金支出"项目金额后的金额填列 。

(六)关于财务报表附注

医院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所承担的政府指令性任

务的相关费用信息，披露格式如下:

政府指令性任务 |业务活动费用| 其他费用 计A口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18／1109页



任务 l

其他

合计

三、关于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

医院应当对除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以外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按规定提取坏账准备。

四、关于运杂费的会计处理

医院为取得库存物品单独发生的运杂费等?能够直接计

入业务成本的，计入业务活动费用，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科

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不能直接计入业

务成本的，计入单位管理费用，借记"单位管理费用"科目，

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 。

五、关于自制制剂的会计处理

医院对于按自主定价或备案价核算的自制制剂，在已经

制造完成并验收入库时，按照自主定价或备案价，借记"库存

物品一-药品"科目，按照所发生的实际成本，贷记"加工物

品"科日，按照借贷方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库存物品一一

成本差异"科目。

医院开展业务活动等领用或发出自制制剂，按照自主定

价或备案价加上或减去成本差异后的金额，借记"业务活动费

用"、"单位管理费用"等科目，按照自主定价或备案价，贷记

"库存物品一-药品"科目，按照领用或发出自制制剂应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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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差异，借记或贷记"库存物品一一成本差异"科目。

六、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通常情况下，医院应当按照本规定附表 6 确定各类应计

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七、关于弥补医疗号损的账务处理

年末，医院"累计盈余----医疗盈余咐目为借方余额的，

医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的用于弥补医疗亏损的金额，借

记"累计盈余----新旧转换盈余"科目，贷记"累计盈余一-医

疗盈余"科目 。

八、关于本期盈余结转的账务处理

期末，医院应当将财政拨款收入中的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财政拨款收入←一财政

项目拨款收入"科目，贷记"本期盈余一一财政项目盈余"科

目;将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中经费性质为财政项目

拨款经费部分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

←-财政项目盈余咐目，贷记"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

费用"{.斗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期末，医院应当将财政拨款收入中的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中的医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经营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技资收益、捐赠收入、利

息收入、租金收入、其他收入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期盈余，

借记"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基本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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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医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营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

"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其他收入"科目，贷记"本期盈

余----医疗盈余"科目;将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中

与医疗活动相关且经费性质为财政基本拨款经费和其他经

费的部分，以及经营费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

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的本期发生额

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一医疗盈余"科日 ， 贷记"业

务活动费用"和"单位管理费用"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经营

费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对附属单位补

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科目 。

期末，医院应当将事业收入中的科教收入的本期发生额

转入本期盈余，借记"事业收入----科教收入"科目，贷记"本

期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将业务活动费用中经费性质为

科教经费的部分、单位管理费用中经费性质为科教经费的部

分(从科教经费中提取的项目管理费或间接费)的本期发生

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一一一→刑丰科斗教盈余

"业务活动费用"飞、"单位管理费用"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

年末，完成上述结转后，医院应当将"本期盈余一←一财政

项目盈余"、"本期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中财政基本拨款形

成的盈余余额和"本期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余额转入累计

盈余对应明细科目，借记或贷记"本期盈余一一财政项目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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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本期盈余一←医疗盈余"、"本期盈余←一-科教盈余"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或借记"累计盈余一一财政项目盈

余"、"累计盈余一一一医疗盈余"、"累计盈余-一科教盈余"

科目。"本期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扣除财政基本拨款形成

的盈余后为贷方余额的，将"本期盈余一-医疗盈余"科目对

应贷方余额转入"本年盈余分配"科目，借记"本期盈余___ -医

疗盈余"科目，贷记"本年盈余分配"科目;"本期盈余一一医

疗盈余"科目扣除财政基本拨款形成的盈余后为借方余额的，

将"本期盈余一一一医疗盈余咐目对应借方余额转入"累计盈

余"科目，借记"累计盈余一二医疗盈余"科目，贷记"本期盈

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 。

九、关于本年盈余分配的账务处理

年末，医院在按照规定提取专用基金后 ， 应当将"本年

盈余分配"科目余额转入累计盈余，借记"本年盈余分配一一

转入累计盈余"科目，贷记"累计盈余-一医疗盈余"科目 。

十、关于医疗收入的确认

医院应当在提供医疗服务(包括发出药品)并收吃价款

或取得收款权利时，按照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

确定的金额确认医疗收入。 医院给予病人或其他付费方折扣

的，按照折扣后的实际金额确认医疗收入。

十一、关于医事服务费和药事服务费的会计处理

执行医事服务费的医院应当通过"事业收入一一一医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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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一一门急诊收入一一诊察收入"和"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

←→住院收入一一诊察收入"科目核算医事服务收入。医院在

实现医事服务收入时，应当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

收账款"等科目，属于门急诊收入的，贷记"事业收入一一医

疗收入一一门急诊收入一一诊察收入"科目，属于住院收入的，

贷记"事业收入一-医疗收入一一住院收入一一诊察收入"科

目。

执行药事服务费的医院应当通过"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

入-←门急诊收入一一其他门急诊收入"和"事业收入一一医

疗收入一一住院收入一一其他住院收入"科目核算药事服务

收入。医院在实现药事服务收入时，应当借记"库存现金"、"银

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属于门急诊收入的，贷记"事

业收入二一医疗收入一一门急诊收入一-其他门急诊收入"

科目，属于住院收入的，贷记"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一住

院收入一-其他住院收入"科目 。

十二、关于医院与医疗保险机构结算医疗款的账务处理

医院同医疗保险机构结算医疗款时，应当按照实际收到

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医院因违规治疗等管理

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拒付的金额，借记"坏账准备"科目，

按照应收医疗保险机构的金额，贷记"应收账款←一应收医疗

款一一应收医保款"科目，按照借贷方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

记"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一结算差额"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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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预收医疗保险机构医保款的，在同医疗保险机构结

算医疗款时，还应冲减相关的预收医保款。

十三、关于按合同完成进度确认科教收入

医院以合同完成进度确认科教收入时，应当根据业务实

质，选择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已经完

成的时间占合同期限的比例、实际测定的完工进度等方法，

合理确定合同完成进度。

十四、关于计提和使用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的账务处

理

(一)医院按规定从科研项目收入中计提项目间接费用

或管理费时，除按新制度规定借记"单位管理费用"科目外，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等科目。

(二)医院使用计提的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购买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的，在财务会计下，按照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的成本金额 7 借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预提费用←一

项目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科目，贷记"累计盈余"科目。在预算

会计下，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事业支出"等科目 2 贷记"资

金结存"科目。

十五、关于成本报表

医院应当按月度和年度编制成本报表，具体包括医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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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直接成本表(见附表 7 )、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

表(见附表 8 )和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构成分析表(见

附表 9) 。成本报表主要以科室、诊次和床日为成本核算对

象，所反映的成本均不包括财政项目拨款经费、科教经费形

成的各项费用。

(一)医院各科室直接成本表

1.本表反映在将医院的单位管理费用(行政后勤类科室

成本)和医疗技术、医疗辅助科室成本分摊至临床服务类科

室成本前各科室直接成本情况。直接成本是指科室开展医疗

服务活动发生的能够直接计入或采用一定方法计算后直接

计入科室戚本的各种费用。

各科室直接成本需要按成本项目，即人员经费、卫生材

料费、药品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提取医

疗风险基金和其他费用分别列示。

2.编制说明

( 1 )医院各科室直接成本表的各栏目应根据"业务活动

费用"、"单位管理费用吁斗目所属明细科目的记录直接或分析

填列。

"人员经费"项目应当根据"工资福利费用"和"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费用"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卫生材

料费"项目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费用一一专用材料费-一卫

生材料费"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药品费"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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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费用一一专用材料费一一药品费"明细科

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固定资产折旧费"项目应当根据

"固定资产折旧费"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无形资

产摊销费"项目应当根据"无形资产摊销费"明细科目的本期

发生额分析填列，"提取医疗风险基金"项目应当根据"计提专

用基金一一一医疗风险基金"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

"其他费用"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科目

除以上明细科目外其他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分析填列。

( 2 )医疗业务成本合计=临床服务类科室成本小计+医

疗技术类科室成本小计+医疗辅助类科室成本小计

( 3 )本月总计=医疗业务成本合计+管理费用

(二)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表

l.本表反映医院根据《医院财务制度》规定的原则和程

序，将单位管理费用、医疗辅助类科室直接成本、医疗技术

类科室直接成本逐步分摊转移到临床服务类科室后，各临床

服务类科室的全成本情况。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包括科室

直接成本和分摊转移的间接成本。

各临床服务类科室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全成本应当

按照人员经费、卫生材料费、药品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无

形资产摊销费、提取医疗风险基金和其他费用等成本项目分

别列示 。

2.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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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表中的"直接成本"栏应当根

据"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科目及其所属明细科目

记录直接或分析填列 。 该栏目金额应当与"医院各科室直接成

本表"中对应栏目金额保持一致

本表中"间接成本"栏应当根据《医院财务制度》规定的

方法计算填列 。

本表中"全成本"栏应当根据本表中"直接成本"栏金额和

"间接成本"栏金额合计数填列 。

(三)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构成分析表

1.本表反映各临床服务类科室的全成本中各项成本所占

的比例情况，以及各临床服务类科室的床日成本、诊次成本

情况。

诊次和床日成本核算是以诊次、床日为核算对象，将科

室成本进一步分摊到门急诊人次、住院床日中，计算出诊次

戚本、床日成本。

2.编制说明

( 1 )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构成分析表各项目应

当依据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表的数据计算填列，其中，

床日成本、诊次成本应当根据《医院财务制度》计算填列 。

( 2 )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构成分析表用于对医

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要素及其结构进行分析与监测。"制"

为某一临床服务类科室不同成本项目的构成比，用于分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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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服务类科室的成本结构，确定各科室内部成本管理的重

点成本项目。

例:人员经费0/0 (时) = (某一临床服务类科室人员经费

金额/该科室全成本合计) x 1000/0 

人员经费金额合计( ** ) =各临床服务类科室人员经费

之和

人员经费合计%=(各临床服务类科室人员经费之和/各

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合计) xl00% 

十六、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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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医院执行新制度新增明细科目表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

1212 应收账款

12 1201 应收账款L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

121202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1212020 1 应收账款飞应收医疗款1应收医{呆款

1212020 101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应收医保款吸收门急i李医保款

1212020 102 应收账款1应收医疗款\应收医保款\应收住院医保款

12120202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L门急诊病人欠货

12120203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11: 院病人欠费

121203 应收~I:;款L其他应收账款

12 19 坏账准备

121901 材、账准备飞应收账款材、账准备

12 1902 材、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302 库存物品

130201 !车存物品\药品

130202 !车存物品\丁飞生材料

1302020 1 库存物品\.Tl.生材料1血)车材料

13020202 j车存物品\丁7年生材料L医用气体

13020203 !年存物品\1飞 生材料\影像材料

130202 04 l车存物品\.11.生材料L化验材料

13020205 1年存物品\ -P.生材料L其他 11.年生材 料

130203 库存物品飞低值易耗品

13 0204 库存物品L其他材料

130205 库存物品飞成本差异

按形成问定资产的经

1601 同定资产 费性质(财政项目拨

款经费、科教经费 、

1602 同定资产累计 折旧
其他纤费)进行明细

核算

按形成尤形资产的经

1701 x形资产 费忡质 (财政项目拨

款经费、科教经费、

1702 尤形资产累计 摊销
其他纤费〕进行明细

核算

23 05 预收账款 按债权人明细核算

230501 预收账款\f负收医疗款

230501 01 预收账款\1则戈医疗才发\预收医保教;

23050102 预收账款\预收医疗款\门急诊预收款

230501 03 预收账款\顶收医疗款\住院预收款

230502 预收账款\其他可l收账款

300 1 累计盈余

300101 累计 盈余\财政项目姐余

300 102 累 ì l 盈余飞医疗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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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各住

300103 累计盈余1科教盈余

300104 累计盈余飞新旧转换盈余

3101 专用基金

3 10101 专用基金L职工福利基金

310102 专用基金\医疗风险基金

3301 本期盈余

330101 本期盈余飞财政项目鲍余

33 0102 本期盈余飞医疗姐余

33 0103 本期盈余\科教佳余

3302 本年盈余分配

330201 本年盈余分自己挝取职丁丁福利基金

330202 本年盈余分配\转入累计盈余
按照财政基本文 :H 、

4001 财政拨款收入 项 目 立: : 1 \进行明细核

算

4101 事业收入
对..非同级财政拨款"

进行明细核算

4101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4101 0 1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1门急诊收入

4 1010101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t挂号收入

410101010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舍、诊收入\诊察收入 核算医事服务收入

4101010103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检查收入

4101010104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化验收入

4101010105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治疗收入

4101010106 事业收入飞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子术收入

4101010107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1门急诊收入门i生材料收入

4 101010108 事业收入L医疗收入\IJ急诊收入\药品收入

4101010108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1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两药收

入

410101010802 
事业收入飞医疗收入1门急 i金收入\药品收入\中成药

收入

410101010803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中药饮

片收入

4 101010109 事业收入l医疗收入飞 |丁急诊收入\其他门急诊收入 核算;药事服务收入

41010102 事业收入L医疗收入\住院收入

41010102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1住院收入\尿位4~入

410101020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珍然收入 核算医事服务收入

4 101010203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飞住院收入\检查收入

4 101010204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飞住院收入\化验收入

4 101010205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L住院收入\治疗收入

4101010206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L住院收入1子术收入

4101010207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L住院收入\护理收入

4101010208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1飞生材料收入

4101010209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飞药品收入

4101010209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飞住院收入\药品收入\两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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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各注

4 10101 020902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中成药收入

410101 020903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1中药饮片收

入

410101 0210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其他住院收入 核算药事服务收入

4 10 10 103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飞结算差额

410102 事业收入\科教收入

4101020 1 事业收入飞科教收入\科研收入

4 1010202 事业收入\科教收入\教学收入

t支照ff费性质(财政

基本拨款纤费、财政

项目拨款经费、科教

5001 业务活动费用 生告费 、 其他经费) 进

行明细核算，并对"政

府指令性任务"进行

明细核算

按照经费性质(财政

基本拨款经费、财政

5 101 单位管理费用 项目拨款经费、科教

生手费、其他经费) j芷

行明细核算

5901 其他费用
对"政府指令性任务"

进行明细核算

6 101 事业预算收入
对"非 |叶级财政拨款"

进行明细核算

610101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6 10 1010 1 事业预算收入1医疗1预算收入飞门急诊预算收入

6 101 0 102 事业I负算收入\医疗顶算收入1住院预算收入

610102 事业预算收入\科教预算收入

6 10 1020 1 事业预算收入飞科教预算收入1科研项目预算收入

61010202 事业顶算收入\科教顶算收入1教学项目顶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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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编制单位-

资产

流动资产:

货 币资金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净额

顶付账款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净额

存货

何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2

K期股权投资

民期债券投资

同定资产原{在

j咸 ; 同定资产累1 1 折|日

同定资产净伯

丁.程物资

伍建工程

主t形资产原值

i喊 :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净值

研发文 :11

公共基础设施原值

J成 : 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 (摊销 )

公共基础设施净值

政府储备物资

文物文化资产

保障性住房原{在

减 :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

保障性住房净值

l二期衍摊费用

资产负债表

年月日

会政财 01 表

单位:元

期末 年初
负债和净资产

期末 年初

余额 余额 余额 余额

流动负债z

短期借款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缴财政款

应付职丁-薪酬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政府补贴款

应付利息

预收账款

其他应付款

顶t足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T预计 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

累计盈余

其中:财政项目盈余

医疗盈余

科教盈余

新旧转换盈余

专用基金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32／1109页



衍处理财产损溢 权益法调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己偿调拨净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本期盈余*

:安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注...'‘标识项 目 为月报项目， 年报中不需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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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编制单位-

项目

一、本期收入

(→)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其中·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二〕事业收入

其中: 医疗收入

科教收入

(二 ) _ r.级补助收入

(山〕附属单位 「缴收入

(五)经营收入

(六 ) 非|司级财政拨款收入

(七)投资收益

(八〕捐赠收入

(九 )利，巴收入

( I ) 租金收入

( I 一)其他收入

二、本期费用

(→〕业务活动费用

其中: 财政基本拨款经费

财政项目拨款纤费

科教主手费

其他经费

(二)单位管理费用

其中:财政基本拨款纤费

财政项目拨款经费

科教士手费

其他经费

(工)经营费用

(山) 资产处置费用

(五) 卡缴「级费用

(六)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七)所得税费用

(八)其他费用

三、本期盈余

其中:财政项目盈余

医疗盈余

科教盈余

收入费用表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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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编制单位·

项目

医疗活动收入合计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医疗收入

门急诊收入

挂号收入

诊然收入

检查收入

化验收入

治疗收入

子术收入

TJ生材料收入

药品收入

其他门急i合收入

住院收入

床位收入

诊然收入

检查收入

化验收入

治疗收入

手术收入

护理收入

有生材料收入

药品收入

其他住院收入

结算「差额

k级补11))收入

附属单位卡缴收入

经营收入

非 |叶级财政拨款收入

投资收益

捐赠收入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其他收入

医疗活动收入费用明细表

年一月
本月 本年

项目
数 累计数

医疗活动费用合计

业务活动费用

人员纤费

其中: 下资福利费用

会政财 02 表附表 01

单位 : 元

本月 本年
数 累计数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右j品和服务费用

同定资产折旧费

无形资产摊销费

计捉专用基金

单位管理费用

人员纷费

其中: 工资福利费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自l 品和服务费用

同定资产折旧费

?正形资产摊销费

纤百货fff

资产处置费用

I-j敖七级费用

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所得税费用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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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预算收入支出表

编制单位- 年一月
项目 本年数

一、本年预算收入

( 一)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其中: 政府性基金收入

其中: 财政基本拨款预算收入

财政项目拨款预算收入

( 二) 事业顶算收入

其中:医疗预算收入

科教预算收入

(二 ) 卡-级 补1'I)J预算收入

(四)附属单位 ~-缴预算收入

(五)经营顶算收入

( 六)债务预算收入

(七)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八)投资预算收益

(九)其他预算收入

其中: 利息预算收入

捐赠预算收入

Æ!1.金7页算收入

二、本年预算支出

( 一)行政支 : I ~ 

( 二 )事业文:1\

其中. 财政基本拨款支川 l

财政项 目拨款支川 l

科教资金支:1\

其他资金支 :H

( 二)经营文 :1:

(山 ) 忖数「级文 :1: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 I ~ 

(六)投资支:1\

(匕)债务还本文 11 11

(八)其他支川l

其中: 利，且文 / I ~ 

捐赠支 :1:

三、本年预算收支差额

其中:财政项目拨款收支差额

医疗收支差额

科教收支差额

山东会计管理

会政预 0 1 表

单位:元

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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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医院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年〉 (年〕

一、房屋及构筑物 医用屯子仪器 5 

业务及管理用房 医用超声仪器 6 

钢结构 50 医用自J频仪器设备 5 

钢筋混凝士结构 50 物理治疗及体疗没备 5 

砖混结构 30 It'j 1五氧舱 6 

砖木结构 30 中医仪器设备 5 

简易房 8 医用磁共振设备 6 

房屋附属设施 8 民用 X 线设备 6 

构筑物 8 l日J能射线设备 8 

二、通用设备 医用核京设备 6 

计算机设备 6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5 

通信设备 5 体外循环设备 5 

办公设备 6 子术急救设备 5 

.1'.辆 10 口腔设备 6 

图书档案设备 5 病房护理设备 5 

机械设备 10 消毒设备 6 

电气设备 5 其他 5 

霄达、无线屯和R星导航设备 10 光学仪器及窥镜 6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5 激光仪器设备 5 

仪器仪表 5 四、家具、用具及装具

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家具 15 

计量标准器具及最具、德J器 当 用具、装具 5 

二、专用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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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37／1109页



附表 7

编制单位-

人员经费

(1 ) 

临1木服务类科室 l

临床服务类科室 2

小 ì l

医疗技术类科室 l

医疗技术类科室 2

小 ìl

医疗辅助类科室 l

医疗辅助类科室 2

小 ìl一

医疗业务成本合ìl

管理费用

本月总ì l

医院各科室直接成本表

年 月

同定资产 无形资产
药品费

Jl. 生材料费 (2 ) 折旧 费 摊销 费
(3) 

(4 ) (5) 

山东会计管理

提取医疗风
其他费用

|俭基金
(7) 

(6) 

.__ 

成本医 01 表

单位: 元

合 ì l .

(8)=( 1 )+(2)+(3 )+( 4) 

+(5 )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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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表

编制单位 - 年 月

成本医 02 表
单位: 元

同定资产 :té形 资产 提取医疗风
合计

成本项目 人员经费 |气生材料费 药品费 其他费用 (8)=(1)+(2) 
折旧 费 摊销 货 险基金

(1) (2) ( 3 ) (7) 十(3)+(4)+(5)

( 4 ) (5) (6) 
+(6)+(7) 

科室名称 fi rilJ 全 向 间 全 白 rilJ 全 自 J同 fi 间 全 自; I同 全 r"l [自] 全 自 间 全

接 接 成 接 接 成 接 接 成 接 接 接 接 成 接 f妾 成 接 接 成 接 接 成

成 成 本 成 成 本 成 成 本 成 成 成 成 本 成 成 本 成 成 本 成 成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11创木服务类科室 l

临床服务类科室 2

科室全成本合il

-----'---
....__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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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编制单位-

问RL\
内科

金额、

入员经费

IJ_ 生材料费

药品费

同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提取医疗风险基金

其他费用

科室全成本合 ì- I

科室收入

收入一一成本

!术 R 成本

诊次成本

医院临床服务类科室全成本构成分析表

年 月

% 

(# #) 

(100%) 

山东会计管理

成本医 03 表

单位:元

各 l临床服务类科室合士|

金额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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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J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原执行《医院会计制度)) (财会 (2010J 27 号，以

下简称原制度)的公立医院(以下简称医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
计

制度顺利过渡，现对医院执行新制度及《关于医院执行
<政府

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
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医院应当严格按照新制度

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
报表。

(二)医院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
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
附表 1 、

附表 2 )。

2.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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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医院新旧会计
制

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参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项登

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目
是

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

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 。 医院应当按照新制度及

补充规定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
实

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l.资产类

( 1 )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财政

应返还额度"、"短期投资"、"坏账准备"、"待摊费用"、"固
定

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财产损溢"科

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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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应返还额度"、"短期投资"、"坏账准备"、"待摊费用"
、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财产
损

溢"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

相同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

账的相应科目 。 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

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科目下"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
目 。

( 2)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和"应收医疗款"科目

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置了"应收账款"科目，并在该科目

下设置了"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应收医疗款"和"其他应
收

账款"明细科目 。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和"应收医疗款"明细

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和"应收
医

疗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和"应收医疗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的

"应收账款"科目下"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和"应收医疗款"
明

细科目 。

( 3 )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 。 转账时，医院应当对

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原账"其他应收款
"

科目中核算的应收长期股权投资的股利，转入新账的"应收股

利"科目;将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的应收长期债权投

资的利息，转入新账的"应收利息"科目;将原账"其他应收款"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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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核算出租资产等应收取的款项，转入新账的"应
收账款"

科目;将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的已经付款或开
出商

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科目
;

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

( 4) "预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和"预付账款"科目，原制度设

置了"预付账款"科目。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预付
账款"

科目中核算的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
资的金

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
的"预

付账款"科目。

( 5 ) "库存物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库存物资
"

科目。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库存物资"科目余额
中属于

医院受托存储保管的物资和受托转赠的物资金额，转入
新账

的"受托代理资产"科目;将原账"库存物资"科目余额
中属于

为在建工程购买和使用的材料物资金额，转入新账"工
程物资"

科目;将剩余余额，按照医院库存物品的类别(如药
品、卫

生材料等)，分别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斗目的有关明
细科目。

( 6) "在加工物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加工物品"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在

加工物资"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医院应当
将原

账的"在加工物资"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加工物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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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长期投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

"长期投资"科目中核算的股权投资金额，转入新账的μ长期股

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中核算

的债券投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及其明细

科目 。

( 8) "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

医院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科目。

( 9)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的"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

医院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摊销"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

产累计摊销"科目。

(10)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在建工程"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医院应

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并账"后的金额，下

同)，转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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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定应

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建工程"科目

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科目。

(11) "固定资产清理"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

容与原账的"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

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固定资产清理"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 12)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无

需进行转账处理。

2.负债类

( 1 )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应付款"

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

同。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

的相应科目。

( 2) "应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账款"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制度中

"应付账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医院应当将

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付账款"科目。

其中，医院在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中核算了无力支付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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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兑汇票而转入"应付账款"科目的余额的，应当将原账的"
应

付账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因无力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而转入
应

付账款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的"短期借款"科目。

( 3 ) "应缴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缴款

项"科目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应缴款项"科目余额中

属于应缴财政款项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
将

原账的"应缴款项"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应缴财政款项金额后
的

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 。

( 4) "预收医疗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 u预收账款"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预

收医疗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

账的"预收医疗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预收账款"科目 。

( 5) "应付职工薪酬1"、"应付社会保障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付

职工薪酬"、"应付社会保障费"科目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

账的"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社会保障费"科目余额，转入
新

账的"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

( 6) "应付福利费"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付福利费"科目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

原账的"应付福利费"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新

旧转换盈余"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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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应交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μ其他应交税费"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应交税费"科目 。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应

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交增值税"

科目，将原账的"应交税费"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应交增值税余

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 8)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医

院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

付款"科目 。 其中，医院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了

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

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新账的"受托

代理负债"科目 。

( 9) "预提费用"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提费用"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预提费用"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医院应

当将原账的"预提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预提费用"科目。

原账"预提费用"科目中核算了属于预提短期借款应付未付利

息的?转账时，医院应当将预提短期借款应付未付利息的金

额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目 。

(10) "长期借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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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长期借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长期借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医院应

当将原账的"长期借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借款"科目
。

其中，医院在原账的"长期借款"科目中核算了分期付息、到

期还本的长期借款应付利息的?应当将原账的"长期借款"科

目余额中属于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

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目。

3.净资产类

( 1 )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

了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 转账时，医院应当将

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新旧

转换盈余"科目。

( 2)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 转账时，医院应

当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科
目。

( 3 ) "待冲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待冲基金"科目对应内容

进行核算。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待冲基金一一待冲财

政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财政项目盈余"

科目，将原账的"待冲基金-一待冲科教项目基金"科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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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

( 4) "财政补助结转(余) ~，、"科教项目结转(余) "科

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 "和"科教项目结转(余) "科目余

额内容。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 " 

科目中项目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余部分的余额转入新账的

"累计盈余一一财政项目盈余"科目，将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

(余) "科目中基本支出结转部分的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

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将原账的"科教项目结转(余) "科目

余额转入新账的喋计盈余一一科教盈余咐目。

( 5) "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本年盈余分配"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的"结余分配"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新制度规定

"本年盈余分配"科目余额年末应当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原

账"结余分配"科目有借方余额的，转账时，医院应当将原账

的"结余分配"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新旧

转换盈余"科目借方。

( 6) "本期结余"科目

由于原账的"本期结余"科目年末无余额，该科目无需进

行转账处理。

4.收入类、费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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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账中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

转账处理。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收入

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医院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比

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

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

医院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 7 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分

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余额

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受托代理资产

医院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入账成本，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科

目，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2.盘盈资产

医院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 登记新账时，按

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照

盘盈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u累计盈余----新旧转换盈余"

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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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计负债

医院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

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一一新旧转换盈余"科目，

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医院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应

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医院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编

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

的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调整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医院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应当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科目扣除应收

在院病人医疗款后的余额，以及"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计

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对比原账"坏账准备"科目余额进

行调整。补提坏账准备时，借记"累计盈余一一一新旧转换盈余"

科目，贷记"坏账准备"科目;冲回多提坏账准备时，借记"坏

账准备"科目，贷记"累计盈余←÷←新旧转换盈余"科目。

2.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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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设置

"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医院持有被投

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所有

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贷记

"长期股权投资一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记"累

计盈余一一新旧转换盈余咐目 。

3.补提折旧

医院应当对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购置的未计提完折

旧的固定资产，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按照补充规定提供的折

旧年限计算补提一个月折旧，按照由财政项目拨款经费形成

的固定资产应补提的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一财政项目盈余"

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相关明细科目;按照由

科教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应补提的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一

科教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相关明细科目;

按照其他固定资产应补提的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一新旧转

换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日"科目相关明细科目 。

医院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当

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

"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53／1109页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

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应当对原

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 "科目余额中结转资金的金额进行

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

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

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预付账款等)的金额，按照

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

贷方，按照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 "科目余额中结余资

金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医院应当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

"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的借方;按照新账"财政

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减去新账

"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的差额，登

记新账"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

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应当对原账的"科教项目

结转(余) "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余)转

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

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补助

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预付账款等)的金额 ， 按照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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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

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

科目的借方 。

(三)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 。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金"科目余额

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科目。

(囚)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

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 。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应当在新账的"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

额合计数基础上，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如

减去新账中货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

收取将来需要退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加上已支付将来需要

收回资金的其他应收款)，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

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

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五) "其他结余"、"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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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 μ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

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无需

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

额登记。

(六)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

新旧制度转换时，医院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

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医院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算收

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医院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会计核

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比照

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医院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制

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医院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

要求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 )。

(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医院应当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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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会计报表。 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医疗活动收入

费用明细表、净资产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

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医院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额，

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结

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算收

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

五、其他事项

(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医

院，应当首先参照《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

处理规定)) (财会 [2013) 2 号)，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入

2018 年 ]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目。

(二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执行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的医院，

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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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医院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预付账款
在途物品

其他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 3 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受托代理资产

库存物资 工程物资

其他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技资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缴款项
应缴财政款

其他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其他

预提费用
短期借款应付利息

其他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

长期借款 款应付利息

其他

对应财政项目拨款经费形成的

待冲基金
资产的待冲基金

对应科教经费形成的资产的待

冲基金

财政补助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余

(余) 基本支出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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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医院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费

等

其他应收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款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

为职工垫付的款项等

购入库存物资

库存物资
非购入库存物资

如接受捐赠、无偿调

入物资等

加工过程中支付资金

在加工物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支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支付
资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支付

加工过程中未支付资金

长期股权投资

其中:现金资产取得

长期技资
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

长期债券投资

其中 : 投资成本

其他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应付票 发生时计入支出

据、应付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账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长期借款
借款本金

其他

待冲基金
对应非流动资产的待冲基金

对应流动资产的待冲基金

专用基金
从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中提取

其他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59／1109页



附表 3

医院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号
编号|

1001 

2 1002 

3 1021 

4 1201 

5 1101 

6 1212 

7 1218 

8 1215 

9 1216 

10 1212 

11 1301 

12 1219 

13 1214 

14 1301 

15 1302 

新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芒」
一、资产类

1001 

1002 

1004 

财政应返还额度 1201 

短期投资 1101 

1211 

应收账款
1212 

其他应收款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1215 

应收账款

在途物品

坏账准备 1221 

预付账款
1231 

在途物品

库存物品 1301 

山东会计管理

原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短期投资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

应收医疗款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预付账款

库存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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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11 工程物资

17 1891 受托代理资产

18 1303 加工物品 1302 在加工物资

19 1401 待摊费用 1401 待摊费用

20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1501 长期投资

21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22 1601 固定资产 1601 固定资产

23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602 累计折旧

24 1611 工程物资
1611 在建工程

25 1613 在建工程

26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621 固定资产清理

27 1701 无形资产 1701 无形资产

28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1702 累计摊销

29 1901 长期待摊费用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30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901 待处理财产损溢

二、负债类

31 2001 短期借款 2001 短期借款

32 2103 应缴财政款
2101 应缴款项

33 2307 其他应付款

34 2301 应付票据 2201 应付票据

35 2302 应付账款 2202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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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01 短期借款

37 2305 预收账款 2203 预收医疗款

38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4 应付职工薪酬

39 3001 累计盈余 2205 应付福利费

40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6 应付社会保障费

41 2101 应交增值税
2207 应交税费

42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43 2307 其他应付款
2209 其他应付款

44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45 2401 预提费用
2301 预提费用

46 2304 应付利息

47 2501 长期借款
2401 长期借款

48 2304 应付利息

49 2502 长期应付款 2402 长期应付款

三、净资产类

3001 事业基金

3201 待冲基金

50 3001 累计盈余
3301 财政补助结转(余)

3302 科教项目结转(余)

51 3101 专用基金 3101 专用基金

52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3501 结余分配(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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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算结余类

53 8101 财政拨款结转
3301 财政补助结转(余)

54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55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302 科教项目结转(余)

56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3001 事业基金

57 8301 专用结余 3101 专用基金

3301 财政补助结转(余)

3302 科教项目结转(余)

58 8001 资金结存(借方)
3001 事业基金

3101 专用基金
L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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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

财会 [2018J 25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

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

报表〉的补充规定和衔接规定的通知

卫生健康委，各省、白了台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号)自 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

充规定》和《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 H和报表>的衔接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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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1.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2. 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川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自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9月 5 日印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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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l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以下简称新制度)做出如下补充

规定:

一、关于新增-级科目及其使用说明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增设"2308 待结算医疗款"

一级科目。

(二)关于增设科目的使用说明

2308 待结算医疗款

一、本科目核算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待结算医疗收费。

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为病

人提供医疗服务(包括发出药品，下同)并收记价款或取得

收款权利时，按照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定收

费金额并确认待结算医疗款。给予病人或其他付费方的折扣

金额不计入待结算医疗款。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时，因基层医

1本规定所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各类独立核算的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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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机构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定的应收医

疗款金额与医疗保险机构等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应当

调整待结算医疗款。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

目，并按照医疗服务类型进行明细核算。

l.吃30801 门急诊收费"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门急诊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确认的待结算医疗收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2刀30ω80们1 门急诊收费"吁矛科斗目下

设置 "2刀30ω80创10创1 挂号收费

"吃23080103 检查收费"、 "23080104 化验收费"、 "2刀30ω80创10仍5 治

疗收费"\、 "2刀30侃80创10俑6 手术收费"\、 "2刀30侃80创10们7 卫生材料收费"飞、

"吃23约08削01ω08 药品收费"、‘"ι古23080109 一般诊疗费收费"、

"吃23到08ω0110 其他门急诊收费"和"23080111 门急诊结算差额"

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23080108 药品收费"科目下

设置"2308010801 西药收费"、 "2308010802 中成药收费"和

"2308010803 中药饮片收费"明细科目;在"2308010801 西药

收费"科目下设置"230801080101 西药"、 "230801080102 疫

苗"明细科目。

2.‘'230802 住院收费"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住

院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确认的待结算医疗收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230802 住院收费"科目下设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67／1109页



置"23080201 床位收费"、 "23080202 诊察收费"、 "23080203

检查收费"、 "23080204 化验收费"、 "23080205 治疗收费"、

"23080206 手术收费"、 "23080207 护理收费"、 "23080208 卫

生材料收费"、 "23080209 药品收费"、 "23080210 一般诊疗

费收费"、 "23080211 其他住院收费"和"23080212 住院结算

差额"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23080209 药品收费"科目下

设置"2308020901 西药收费"、 "2308020902 中成药收费"和

"2308020903 中药饮片收费"明细科目;在"2308020901 西药

收费"科目下应当设置"230802090101 西药"、 "230802090102

疫苗"明细科目。

执行医事服务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分别在"待结

算医疗款一一门急诊收费一一诊察收费"和"待结算医疗款

一一住院收费一一诊察收费"科目中核算医事服务费。执行药

事服务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分别在"待结算医疗款

一一门急诊收费一一其他门急诊收费"和"待结算医疗款一一

住院收费一一其他住院收费"科目中核算药事服务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打包性质收费的，应当按照医疗服

务项目类别对收费进行拆分，分别计入本科目的相应明细科

目。

三、待结算医疗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门急诊病人结算医疗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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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向门急诊病人收取的部分，按照门急诊病人实际支付

或应付未付的医疗款金额，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

收账款一一一应收医疗款一一门急诊病人欠费"等科目，对于应

由医疗保险机构等负担的部分，按照依有关规定计算确定的

应收医保款金额，借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医疗款一一应收医

保款"科目，按照依有关规定计算确定的门急诊病人医疗款金

额，贷记本科目(门急诊收费)。

(二)病人住院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提供医疗服

务确认待结算医疗款时，按照依有关规定计算确定的住院病

人医疗款金额，借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科

目，贷记本科目(住院收费)。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住院病人结算医疗款时，住

院病人应付医疗款金额大于其预交金额的，按照预收住院病

人医疗款金额，借记"预收账款一-预收医疗款一一住院预收

款"科目，按照病人实际补付或应付未付金额，借记"库存现

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医疗款一一出院病人

欠费"等科目，按照依有关规定计算的应由医疗保险机构等负

担的医疗保险金额，借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医疗款一一一应收

医保款"科目，按照已经确认的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金额，贷

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科目。

住院病人应付医疗款金额小于其预交金额的，按照预收

住院病人医疗款金额，借记"预收账款一一预收医疗款一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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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预收款"科目，按照依有关规定计算的应由医疗保险机构等

负担的医疗保险金额，借记"应收账款 应收医疗款一一应

收医保款"科目，按照退还给住院病人的金额，贷记"库存现

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已经确认的应收在院病人医疗

款金额，贷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科目。

(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时，按

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应收医保款

的金额，贷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医疗款一一应收医保款"科

目，按照借贷方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本科目(门急诊收

费一一门急诊结算差额)或本科目(住院收费一一住院结算

差额)。

(五)在期末或规定的上缴时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

照依有关规定确定的金额，借记本科目，按照依有关规定确

定的上缴同级财政部门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

照依有关规定确定留用的金额，贷记"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

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期末

待结算医疗款。

二、关于在新制度相关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212 应

收账款"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121201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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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构因提供医疗服务应向在院病人收取的医疗款，应当按

照在院病人进行明细核算。

2."121202 应收医疗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

提供医疗服务应向医疗保险机构、门急诊病人、出院病人等

收取的医疗款，应当按照医疗保险机构、门急诊病人、出院

病人等进行明细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设

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12120201 应收医保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因提供医疗服务而应向医疗保险机构等收取的医疗款。

(2) "12120202 门急诊病人欠费"科目，核算门急诊病

人应付未付医疗款 。

(3) "12120203 出院病人欠费"科目，核算出院病人应

付未付医疗款。

3.叮 21203 其他应收账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除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应收医疗款以外的其他应收账款，

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提供科研教学等服务、按合同或协议

约定应向接受服务单位收取的款项。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219 坏

账准备"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12190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科目，核算未按"收支两

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对除应收在院病人医

疗款以外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提取的坏账准备，以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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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对除应收在院

病人医疗款、应收医疗款外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提取的

坏账准备。

2."12190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按规定对其他应收款提取的坏账准备。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1302 库

存物品"科目下设置"130201 药品"、 "130202 卫生材料"、

"130203 低值易耗品"和"130204 其他材料"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130201 药品吁斗目下设置

"13020101 西药"、 "13020102 中成药"和"13020103 中药饮片"

明细科目;在"13020101 西药"科目下设置"1302010101 西药"

和"1302010102 疫苗"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130202 卫生材料"科目下设

置"13020201 血库材料"、 "13020202 医用气体"、 "13020203

影像材料"、 "13020204 化验材料"和"13020205 其他卫生材

料"明细科目。

(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2305 预

收账款"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吃30501 预收医疗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

收医疗保险机构等预拨的医疗保险金和预收病人的预交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本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吃3050101 预收医保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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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预收医疗保险机构等预拨的医疗保险金。

( 2) "23050102 门急诊预收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预收门急诊病人的预交金。

( 3) "23050103 住院预收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预收住院病人的预交金。

2.吃30502 其他预收账款"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除预收医疗款以外的其他预收账款，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

提供科研教学等服务、按合同或协议约定预收接受服务单位

的款项。

(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001 累

计盈余"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300101 医疗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医疗活动产生的累计盈余。

2."300102 公共卫生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公共卫生活动产生的累计盈余。

3."300103 科教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科研教学活动产生的累计盈余。

4."300104 新旧转换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执行新制度前形成的、除新旧转换时转入医疗盈余、公共卫

生盈余和科教盈余外的累计盈余。

(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101 专

用基金"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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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01 职工福利基金"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根据有关规定、按照财务会计下相关数据计算提取的职工福

利基金。

2."310102 医疗风险基金"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根据相关规定、按照财务会计下相关数据计算提取并列入费

用的医疗风险基金。

3.'‘310103 奖励基金"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

相关规定、按照财务会计下相关数据计算提取的奖励基金。

(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3301 本

期盈余"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330101 医疗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

医疗活动产生的各项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额。

2.‘'330102 公共卫生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本期公共卫生活动产生的各项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额。

3.吁30103 科教盈余"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

科研教学活动产生的各项收入、费用相抵后的余额。

(υ八\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丁330ω2 本

年盈余分配"科目下设置 "3刀30ω20创l 提取职工福利基金

‘"‘330202 提取奖励基金"、 "3刀30ω20ω3 转入累计盈余"明细科目。

年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按照规定提取专用基金后，

应当将"本年盈余分配"科目余额转入累计盈余，借记"本年盈

余分配一一转入累计盈余"科目，贷记"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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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科目。

(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4001 财

政拨款收入"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l."400101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取得的用于基本支出的财政拨款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应当在本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4001 0 1 0 1 医疗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取得的与医疗活动相关的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 2) "40010102 公共卫生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取得的与公共卫生活动相关的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2."400102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取得的用于项目支出的财政拨款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应当在本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40010201 医疗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取得的与医疗活动相关的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 2) "40010202 公共卫生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取得的与公共卫生活动相关的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3) "40010203 科教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取得的与科研教学活动相关的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4101 事

业收入"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l."410101 医疗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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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活动实现的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本科目

节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 1 ) "41010101 门急诊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为门急诊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实现的收入，包括按"收支

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留用的待结算医疗

款，以及收到的同级财政部门返还的上缴门急诊收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4剁10创10川10创1 门急诊收入"科目

下设置"4钊10创10创10创10创1 挂号收入，"，\、"啡4101010102 诊察收入，"，\、

"吨41ω01ω01ω01ω03 检查收入

"吁41ω01ω01ω01ω05 治疗收入

"吁41ω01ω01ω01ω07 卫生材料收入"、 "410101010侃8 药品收入，"，\、

"吁41ω01ω01ω01ω09 一般诊疗费收入"和"4101010110 其他门急诊

收入"明细科目(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还应当设置"4101010111 门急诊结算差额"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4101010108 药品收入"科目

下设置"410101010801 西药"、 "410101010802 中成药"和

"410101010803 中药饮片"明细科目;在"410101010801 西药"

科目下设置 "41010101080101 西药"、 "41010101080102 疫

苗"明细科目。

"4101010111 门急诊结算差额"科目，核算未按"收支两

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时，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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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医疗款金额与医疗保险机构等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

异而产生的需要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的差额，但

不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

疗保险机构等拒付的金额。

(2) "41010102 住院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住院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实现的收入，包括按"收支两条

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留用的待结算医疗款，以

及收到的同级财政部门返还的上缴住院收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4剁10创10创10ω2 住院收入"科目下

设置"4削10创10ω10ω20创1 床位收入"\、‘"ι4101010202 诊察收入，"，\、

"吨41ω01ω01ω02却03 检查收入"、‘"‘410创10创10ω20例4 化验收入"、

"吁41ω01ω010205 治疗收入

"吨41ω01ω010207 护理收入

"吨41ω01ω010209 药品收入"\、‘"‘啡410创10创10ω21ωO 一般诊疗费收入"和

"4101010211 其他住院收入"明细科目(未按"收支两条线"

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还应当设置"4101010212 住院结算

差额"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4101010209 药品收入"科目

下设置"410101020901 西药"、 "410101020902 中成药"和

"410101020903 中药饮片"明细科目;在"410101020901 西药"

科目下设置 "41010102090101 西药"、 "41010102090102 疫

苗"明细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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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010212 住院结算差额"科目，核算未按"收支两条

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时，因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定的应

收医疗款金额，与医疗保险机构等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异

而产生的需要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收入的差额，但不

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

保险机构等拒付的金额。

2."410102 公共卫生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实现的收入。

3."410103 科教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科研教学活动实现的收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410103 科教收入"科目下设置

"41010301 科研收入"、 "41010302 教学收入"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开展科研教学活动从非同级政府财

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应当在"事业收入一一科教收入一一

科研收入"和"事业收入一一科教收入一一教学收入"科目下

单设"非同级财政拨款"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十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4601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科目下设置"460101 医疗收入"和

"460102 公共卫生收入"明细科目。

(十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001

业务活动费用"科目下设置"500101 医疗费用"、 "500102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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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费用"和"500103 科教费用"明细科目。

1."500101 医疗费用"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医疗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500101

医疗费用"科目下设置"人员费用"、"药品费"、"专用材料费"、

"维修费"、"计提专用基金"、"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

销"、"其他医疗费用"等明细科目;在"人员费用"明细科目下

设置"工资福利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明细科目;

在"药品费"明细科目下设置"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

明细科目，在"西药"明细科目下设置"西药"、"疫苗"明细科

目;在"专用材料费"明细科目下设置"卫生材料费"、"低值易

耗品"、"其他材料费"明细科目，在"卫生材料费"明细科目下

设置"血库材料"、"医用气体"、"影像材料"、"化验材料"和"其

他卫生材料"明细科目。

2."500102 公共卫生费用"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在"500102 公共卫生费用"科目下设置"人员费用"、"药品费"、

"专用材料费"、"维修费"、"其他公共卫生费用"等明细科目;

在"人员费用"明细科目下设置"工资福利费用"、"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费用"明细科目;在"药品费"明细科目下设置"西药"、

"中成药"、"中药饮片"明细科目，在"西药"明细科目下设置

"西药"、"疫苗"明细科目;在"专用材料费"明细科目下设置

"卫生材料费"、"低值易耗品"、"其他材料费"明细科目，在"卫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879／1109页



生材料费"明细科目下设置"血库材料"、"医用气体"、"影像

材料"、"化验材料"和"其他卫生材料"明细科目。

3."500103 科教费用"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科研教学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

"500103 科教费用"科目下设置"科研费用"、"教学费用"明细

科目。

(十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5101

单位管理费用"科目下设置"人员费用"、"商品和服务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明细科目;在"人员费用"

明细科目下设置"工资福利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明细科目。

(十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6101

事业预算收入"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610101 医疗预算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医疗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610101 医疗预算收入"科目

下设置"61010101 门急诊预算收入"、 "61010102 住院预算收

入"明细科目 。

2 ."610102 公共卫生预算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3.鸣10103 科教预算收入"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科研教学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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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610103 科教预算收入"科目

下设置"61010301 科研项目预算收入"、 "61010302 教学项目

预算收入"明细科目，并单设"非同级财政拨款"明细科目进行

核算。

(十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新制度规定的"8301

专用结余"科目下设置如下明细科目:

1."830101 职工福利基金"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职工福利基金资金的变动和滚存情况。

2."830102 奖励基金"科目，核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奖励

基金资金的变动和滚存情况。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新制度新增会计科目的情况详

见附表 10

三、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月度和年度编制财务报表和财

政拨款预算收入支出表，至少按年度编制财务报表附注、预

算收入支出表和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除按照新制度和本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和预算会计报表外，还应当按照本规定按月度和年度编制待

结算医疗款明细表(详见附表 3 )和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

用明细表(详见附表 5 )。

(一)资产负债表

1.新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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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以下项目

(详见附表 2 ): 

( 1 )在"应缴财政款"和"应付职工薪酬"项目之间增加

"待结算医疗款"项目。

( 2 )在"累计盈余"项目下增加"其中:医疗盈余"、"公

共卫生盈余"、"科教盈余"、"新旧转换盈余"项目。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待结算医疗款"项目，反映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期末待结算医疗收费。本项目应当根据"待

结算医疗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 2) "累计盈余"项目下"医疗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开展医疗活动产生的累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据"累

计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累计盈余"项目下"公共卫生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活动产生的累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

据"累计盈余一一公共卫生盈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累计盈余"项目下"科教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科研教学活动产生的累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据"累

计盈余一一一科教盈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累计盈余"项目下"新旧转换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执行新制度前形成的、除新旧转换时转入医疗盈余、

公共卫生盈余和科教盈余外的累计盈余。本项目应当根据"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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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盈余一←新旧转换盈余"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二)待结算医疗款明细表

1.本表适用于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反映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某一会计期

间内的各项医疗收费情况。

2.本表各项目金额应当根据"待结算医疗款"科目相关明

细科目的本期贷方发生额填列;"门急诊结算差额"和"住院结

算差额"项目，应当根据"待结算医疗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

本期净发生额填列，净发生额为借方数的，以"-"号填列。

编制月度报表时，本表"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月贷

方实际发生数( "门急诊结算差额"、"住院结算差额"项目为

本月净发生额，下同)，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

初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贷方实际发生数。

编制年度报表时，应当将本表的"本月数"栏改为"本年

数"，反映本年度各项目的贷方实际发生数;将本表的"本年

累计数"栏改为"上年数"，反映上年度各项目的贷方实际发生

数，"上年数"栏应当根据上年年度待结算医疗款明细表中"本

年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

如果本年度待结算医疗款明细表规定的项目名称和内容

同上年度不一致，应当对上年度待结算医疗款明细表项目名

称和数字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金额填入

本年度待结算医疗款明细表的"上年数"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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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净资产变动表

1.调整项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净资产变动表中"其中:从预算

收入中提取"行项目调整为"其中: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

取"，将"从预算结余中提取"行项目调整为"从本期盈余中提

取"。

2.调整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取"行，反映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本年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中提取专用基金对净资产

的影响。本行"专用基金"项目应当通过对"专用基金"科目明

细账记录的分析，根据本年按有关规定从财务会计相关收入

中提取专用基金的金额填列。

( 2 ) "从本期盈余中提取"行，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

年根据有关规定从本年度盈余中提取专用基金对净资产的

影响。本行"累计盈余"、"专用基金"项目应当通过对"专用基

金"科目明细账记录的分析，根据本年按有关规定从本期盈余

中提取专用基金的金额填列;本行"累计盈余"项目以" - "号

填列。

(四)收入费用表

1.新增项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收入费用表中增加以下项目

(详见附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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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后增加"其中:财

政基本拨款收入"、"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在"其中:财

政基本拨款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医疗收入"、"公共卫生

收入"项目，在"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医疗

收入"、"公共卫生收入"、"科教收入"项目。

( 2 )在"(二)事业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医疗收入"、

"公共卫生收入"、"科教收入"项目。

( 3 )在"(六)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项目下增加"其中:

医疗收入"、"公共卫生收入"项目。

( 4 )在" (一)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增加"其中;医疗

费用"、"公共卫生费用"、"科教费用"项目。

( 5 )在"三、本期盈余"项目下增加"其中:医疗盈余"、

"公共卫生盈余"、"科教盈余"项目。

2.新增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 1 )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项目 3 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本期取得的财政基本拨款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款收

入一-财政基本拨款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项目下"医疗收入"项目，反映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医疗活动取得的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基本拨款收入一一

医疗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项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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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取得的财政基本

拨款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基本拨款

收入一一公共卫生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

取得的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款收入

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下"医疗收入"项目，反映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医疗活动取得的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听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一一

医疗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项目，反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取得的财政项目

拨款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

收入一一公共卫生收入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下"科教收入"项目，反映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科研教学活动取得的财政项目拨款

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一一科教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2 ) "事业收入"项目下"医疗收入"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医疗业务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

据"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咐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事业收入"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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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

据"事业收入一-公共卫生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事业收入"项目下"科教收入"项目，反映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本期开展科研教学活动实现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事

业收入一一科教收入咐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 3 )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项目下"医疗收入"项目，反

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医疗业务活动取得的非同级

财政拨款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一一医

疗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项目，反

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期开展公共卫生活动取得的非同级

财政拨款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一公

共卫生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 4 ) "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医疗费用"项目，反映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本期为提供医疗服务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

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医疗费用"科目本期发生额填

列。

"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公共卫生费用"项目，反映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本期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

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一一公共卫生费用"

科目本期发生额填列 。

"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科教费用"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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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本期为开展科研教学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本项

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费用-一科教费用"科目本期发生额填

列。

( 5 ) "本期盈余"项目下"医疗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本期医疗活动相关收入扣除医疗活动相关费用后

的净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基本拨款收入"项目下

"医疗收入"、"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下"医疗收入"、"事业

收入"项目下"医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经营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项目下"医疗收

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

"其他收入"项目金额合计数减去"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医

疗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资产处置费用"、

"上缴上级费用"、"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

他费用"项目金额合计数后的金额填列;女口相减后金额为负数，

以" "号填列。

"本期盈余"项目下"公共卫生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本期公共卫生活动相关收入扣除公共卫生活动相

关费用后的净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目下"公共卫

生收入"、"事业收入"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非同级财政

拨款收入"项目下"公共卫生收入"项目金额合计数减去"业务

活动费用"项目下"公共卫生费用"项目金额后的金额填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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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减后金额为负数，以" "号填列。

"本期盈余"项目下"科教盈余"项目，反映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本期科研教学活动相关收入扣除科研教学活动相关费

用后的净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财政项目拨款收入"项

目下"科教收入"、"事业收入"项目下"科教收入"项目金额合

计数减去"业务活动费用"项目下"科教费用"项目金额后的金

额填列。

(五)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

1.本表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某一会计期间内发生的

医疗和公共卫生活动相关的收入、费用的详细情况。

2.本表"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月实际发生数。编制

年度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时，应当将本栏改为"本

年数"，反映本年度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

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至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实际发生数。编制年度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

时，应当将本栏改为"上年数"，反映上年度各项目的实际发

生数，"上年数"栏应当根据上年年度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

用明细表中"本年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

如果本年度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规定的项目

名称和内容同上年度不一致，应当对上年度医疗及公共卫生

收入费用明细表项目名称和数字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

整，将调整后的金额填入本年度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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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表的"上年数"栏内。

如果本年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生了因前期差错更正、

会计政策变更等调整以前年度盈余的事项，还应当对年度医

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中"上年数"栏中的有关项目金

额进行相应调整。

3.本表" (一)医疗收入"项目及所属明细项目应当根据

"事业收入一-医疗收入"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二)公共卫生收入"项目应当根据"事业收入-一公

共卫生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本表" (一)医疗费用"项目及所属明细项目应当根据"业

务活动费用一一医疗费用"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

额填列， " (二)公共卫生费用"项目及所属明细项目应当根

据"业务活动费用一一一公共卫生费用"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的

本期发生额填列。

本表"三、单位管理费用"项目及所属明细项目应当根据

"单位管理费用"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六)关于财务报表附注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除按新制度规定按照债务人类别披

露应收账款信息外，还应当按照应收项目类别披露应收账款

信息，具体格式如下:

应收账款类别

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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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医疗款:

应收医保款

门急诊病人欠费

住院病人欠费

其他应收账款

合计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存货种类披露存货信息，

具体披露格式如下:

存货种类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药品

西药

其中:疫苗

中成药

中药饮片

卫生材料

血库材料

医用气体

影像材料

化验材料

其他卫生材料

低值易耗品

其他材料

合计

四、关于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

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除应

收在院病人医疗款以外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提取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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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除应收

在院病人医疗款、应收医疗款外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提

取坏账准备。

五、关于运杂费的会计处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取得库存物品单独发生的运杂费等，

能够直接计入业务戚本的，计入业务活动费用，借记"业务活

动费用"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不能直

接计入业务成本的，计入单位管理费用，借记"单位管理费用"

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

六、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通常情况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附表 6

确定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七、关于本期盈余结转的账务处理

期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和财

政项目拨款收入中的医疗收入、事业收入中的医疗收入、上

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非同级财政拨

款收入中的医疗收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租

金收入、其他收入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财政拨

款收入一一财政基本拨款收入一一医疗收入"、"财政拨款收

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事业收入一一医

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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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一一医疗收入"、"投资收益"、"捐

赠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其他收入"科目，贷记

"本期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将业务活动费用中的医疗费

用、单位管理费用、经营费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

用、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的本期发

生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贷

记"业务活动费用一一医疗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经营费

用"、"资产处置费用"、"上缴上级费用"、"对附属单位补助

费用"、"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科目。

期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和财

政项目拨款收入中的公共卫生收入、事业收入中的公共卫生

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中的公共卫生收入的本期发生额

转入本期盈余，借记"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一一公共卫生收入"、"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一一公共卫生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一一公共卫生收

入"科目，贷记"本期盈余一一公共卫生盈余"科目;将业务活

动费用中的公共卫生费用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

"本期盈余一一公共卫生盈余"科目，贷记"业务活动费用一一

公共卫生费用"科目。

期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财政项目拨款收入中的

科教收入、事业收入中的科教收入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期盈

余，借记"财政拨款收入一一财政项目拨款收入一一科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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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事业收入一一科教收入"科目，贷记"本期盈余一一科

教盈余"科目;将业务活动费用中的科教经费的本期发生额转

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贷记"业务

活动费用一一科教费用"科目。

年末，完成上述结转后J‘本期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

为贷方余额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本期盈余一一医疗

盈余"科目余额转入"本年盈余分配"科目，借记"本期盈余

一一医疗盈余"科目，贷记"本年盈余分配"科目;"本期盈余

一一医疗盈余"科目为借方余额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

"本期盈余一一一医疗盈余"科目余额转入累计盈余对应明细科

目，借记"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余咐目，贷记"本期盈余一一

医疗盈余"科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本期盈余一一公

共卫生盈余"、"本期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余额转入累计盈

余对应明细科目，借记或贷记"本期盈余一一公共卫生盈余"、

"本期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贷记或借记"累计盈余一一公

共卫生盈余"、"累计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

八、关于本年盈余分配的账务处理

年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按照规定提取专用基金后，

应当将"本年盈余分配"科目余额转入累计盈余，借记"本年盈

余分配一一转入累计盈余咐目，贷记"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

余"科目。

九、关于弥补医疗亏损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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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累计盈余-一医疗盈余"科目

为借方余额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的

用于弥补医疗亏损的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新旧转换盈余"

科目，贷记"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

十、关于事业收入〈医疗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提供

医疗服务并收记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时，按照规定的医疗服

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定的金额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予病人或其他付费方折扣的，按照折扣

后的实际金额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同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时，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医疗

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确定的应收医疗款金额与医疗保险

机构等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额(不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等拒付的金额)

应当调整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违规

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等拒付的金额，应当冲

减坏账准备。

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收到财

政返还的医疗款时，按照实际返还医疗款的金额确认事业收

入(医疗收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留用待结算医疗

款时，应当按照批准留用的医疗款金额确认事业收入(医疗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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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医事服务费和药事服务费的会计处理

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执行医事服务费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应当通过"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一门急诊收入

一一诊察收入"和"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住院收入-一

诊察收入"科目核算医事服务收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实现

医事服务收入时，应当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

账款"等科目，属于门急诊收入的，贷记"事业收入一一医疗

收入一一门急诊收入一一诊察收入"科目，属于住院收入的，

贷记"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住院收入一__ -诊察收入"科

目。

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执行药事服务费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应当通过"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一门急诊收入

一-其他门急诊收入"和"事业收入一-医疗收入一-住院收

入一一一其他住院收入"科目核算药事服务收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在实现药事服务收入时，应当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应收账款"等科目，属于门急诊收入的'贷记"事业收

入-一医疗收入一-门急诊收入一一其他门急诊收入

属于住院收入的，贷记"事业收入一一医疗收入一一住院收入

一一其他住院收入"科目。

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关于医事服务

费、药事服务费的会计处理，参见本规定关于"2308 待结算

医疗款"科目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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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与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医疗款的账务处理

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同医疗保险

机构等结算医疗款时，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

存款"科目，按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

因被医疗保险机构等拒付的金额，借记"坏账准备"科目，按

照应收医疗保险机构等的金额，贷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医疗

款一一应收医保款"科目，按照借贷方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

记"事业收入一-医疗收入一一门急诊收入一一门急诊结算

差额"或"事业收入一一一医疗收入一一住院收入一一住院结算

差额"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收医疗保险机构等医保款的，在同

医疗保险机构等结算医疗款时，还应冲减相关的预收医保款。

十三、关于按合同完成进度确认科教收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合同完成进度确认科教收入时，应

当根据业务实质，选择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

总成本的比例、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

的比例、已经完成的时间占合同期限的比例、实际测定的完

工进度等方法，合理确定合同完成进度。

十四、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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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新制度新增会计科目表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

1212 应收账款

121201 应收账款l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

121202 应收账款1应收医疗款

12120201 应收账款l应收医疗款1应收医保款

12120202 应收账款L应收医疗款1门急诊病人欠费

12120203 应收账款L应收医疗款1出院病人欠费

121203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

1219 坏账准备

121901 坏账准备L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21902 坏账准备L其他应收款材、账准备

1302 库存物品

130201 库存物品L药品

13020101 库存物品\药品\两药

1302010101 库存物品1药品\西药\两药

1302010102 库存物品飞药品\芮药\疫苗

13020102 库存物品\药品\中成药

13020103 库存物品飞药品飞中药饮片

130202 库存物品\.:P.生材料

13020201 库存物品\卫生材料\血库材料

13020202 库存物品\卫生材料\医用气体

13020203 库存物品\卫生材料\影像材料

13020204 库存物品\卫生材料\化验材料

13020205 库存物品\~生材料\其他卫生材料

130203 库存物品\低值易耗品

130204 库存物品\其他材料

2305 预收账款

230501 预收账款\政收医疗款

23050101 预收账款\预收医疗款\预收医f呆款

23050102 预收账款\预收医疗款\门急诊预收款

23050103 预收账款\预收医疗款1住院预收款

230502 预收账款\其他预收账款

2308 待结算医疗款

230801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

23080101 待结算医疗款1门急诊收费\挂号收费

23080102 待结算医疗款1门急诊收费\诊察收费 核算医事服务收费

23080103 符结算医疗款1门急诊收费\检查收费

23080104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化验收费

23080105 待结算医疗款1门急诊收费飞治疗收费

23080106 将结算医疗款L门急诊收费飞子术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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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

23080107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1卫生材料收费

23080108 待结算医疗款\1丁急诊收费1药品收费

2308010801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飞药品收费1两药收费

230801080101 
作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1药品收费\西药收费\

西药

230801080102 
符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药品收费飞两药收费\

疫苗

2308010802 待结算医疗款\ 1丁急诊收费\药品收费1中成药收费

2308010803 f~'结算医疗款\ 1丁急诊收费\药品收费1中药饮片收费

23080109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1一般诊疗费收费

23080110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1其他门急诊收费 核算药事服务收费

23080111 待结算医疗款L门急诊收费\ 1丁急诊结算差额

230802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

23080201 f寺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L床位收费

23080202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i会察收费 核算医事服务收费

23080203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1检查收费

23080204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L化验收费

23080205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飞治疗收费

23080206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L手术收费

23080207 传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L护理收费

23080208 待纺算医疗款\住院收费\ 11.生材料收费

23080209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L药品收费

2308020901 传结算医疗款L住院收费1药品收费\丙药收费

230802090101 
符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药品收费飞西药收费1

两药

230802090102 
待结算医疗款\门急诊收费\药品收费\商药收费\

疫苗

2308020902 衍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1药品收费\中成药收费

2308020903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1药品收费\中药饮片收费

23080210 f专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般诊疗费收费

23080211 待结算医疗款1住院收费L其他住院收费 核算药事服务收费

23080212 待结算医疗款\住院收费\住院结算差额

3001 累计盈余

300101 累计盈余\医疗盈余

300102 累计盈余\公共卫生盈余

300103 累计盈余\科教盈余

300104 累计盈余\新旧转换盈余

3101 专用基金

310101 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310102 专用基金\医疗风险基金

310103 专用基金\奖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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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

3301 本期盈余

330101 本期盈余L医疗盈余

330102 本期盈余1公共 -r_生盈余

330103 本期盈余l科教盈余

3302 本年盈余分配

330201 本年盈余分配L提取职工福利基金

330202 本年盈余分配L提取奖励基金

330203 本年盈余分配\转入累计盈余

4001 财政拨款收入

400101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40010101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医疗收入

40010102 财政拨款收入1财政基本拨款收入\公共π生收入

400102 财政拨款收入L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40010201 财政拨款收入1财政项目拨款收入\医疗收入

40010202 财政拨款收入1财政项目拨款收入\公共-r_生收入

40010203 财政拨款收入L财政项目拨款收入\科教收入

4101 事业收入
对"非同级财政拨款"

进行明细核算

4101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41010101 事业收入飞医疗收入1门急诊收入

41010101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L门急诊收入1挂号收入

4 10101010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L门急ì~收入1诊察收入 核算医事服务收入

4 101010103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飞门急诊收入1检查收入

4101010104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1化验收入

4101010105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1治疗收入

41010101 06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1子术收入

4101010107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1卫生材料收入

41010101 08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1药品收入

41010101 0801 事业收入飞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L两药

410101 010801 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L药品收入1两药\

西药

4 1010101 080102 
事业收入飞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1两药飞

疫苗

4 10101010802 事业收入L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中成药

4 1010101 0803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飞中药饮

片

41010101 09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一般诊疗费收入

410101011 0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1其他门急诊收入 核算药事服务收入

410101011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门急诊结算差额

4101010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

4101010201 事业收入飞医疗收入\住院收入\床位收入

410101020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诊察收入 核算医事服务收入

4101010203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飞住院收入\检查收入

4101010204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住院收入\化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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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曰: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

4101010205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治疗收入

4101010206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子术收入

4101010207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1住院收入\护理收入

4101010208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卫生材料收入

4101010209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

410101020901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两药

4101010209010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门急诊收入飞药品收入\西药\

两药

4101010209010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L门急诊收入\药品收入\两药\

疫苗

410101020902 事业收入1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中成药

410101020903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药品收入\中药饮片

4101010210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1住院收入\一般诊疗费收入

4101010211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其他住院收入 核算药事服务收入

4101010212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住院收入\住院结算差额

410102 事业收入L公共卫生收入

410103 事业收入L科教收入

41010301 事业收入\科教收入\科研收入

41010302 事业收入\科教收入\教学收入

4601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460101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医疗收入

460102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公共卫生收入

5001 业务活动费用

按照"人员费用"、"药
品费"、"专用材料费"、
"维修费"、"计提专用

500101 业务活动费用飞医疗费用 基金"、"固定资产折
旧"、"无形资产摊销"、

"其他医疗费用"等进
行明细核算

按照"人员费用"、"药
品费"、"专用材料费"、

500102 业务活动费用\公共卫生费用 "维修费"、"其他公共
卫生费用"等进行明
细核算

按照"科研费用"、"教

500103 业务活动费用\科教费用 学费用"等进行明细

核算

按照"人员费用
"商品和服务费用"、

5101 单位管理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等

进行明细核算

6101 事业预算收入
对"非同级财政拨款"
进行明细核算

610101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61010101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门急诊预算收入

61010102 事业I负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1住院预算收入

610102 事业预算收入\公共卫生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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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备注

610103 事业预算收入1科教预算收入

61010301 事业预算收入\科教预算收入\科研项目预算收入

61010302 事业预算收入\科教预算收入\教学项目预算收入

8301 专用结余

830101 专用结余\职T福利基金

830102 专用结余\奖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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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编制单位·

资产

流动资产z

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i争额

预付账款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净额

存货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同定资产原值

减: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同定资产净值

工程物资

在建丁-程

资产负债表

年月日

期末 年初
负债和净资产

余额 余额

流动负债z

短期借款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缴财政款

符结算医疗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政府补贴款

应付利息

预收账;钦

其他应付款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f员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z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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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期末 年初

负债和净资产
期末 年初

余额 余额 余额 余额

无形资产原值 安托代理负债

减: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负债合计

无形资产净值

研发支H~

公共基础设施原值

减:公共基础设施累计折旧(摊销)

公共基础设施净值 净资产z

政府储备物资 累计盈余

文物文化资产 其中 : 医疗盈余

保障性住房 公共卫生盈余

减: 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 科教盈余

保障性住房净值 新旧转换盈余

七二期待摊费用 专用基金

待处理财产损溢 权益法调整

其他非流动资产 无偿调拨净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本期盈余*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注"*，，标识项目为月报项目，年报中不需列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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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编制单位 ·

项目

待结算医疗款

(一)门急诊收费

挂号收费

i念察收费

其中 t 医事服务费

检查收费

化验收费

治疗收费

手术收费

卫生材料收费

药品收费

其中 : 因药收费

其中:疫苗

中成药收费

中药饮片收费

一般诊疗费收费

其他门急诊收费

其中 : 药事服务费

门急诊纬算差额

(二) 住院收费

床位收费

诊察收费

其中 : 医事服务费

检查收费

化验收费

治疗收费

手术收费

护理收费

lJ_生材料收费

药品收费

其中:两药收费

其中:疫苗

中成药收费

中药饮片收费

一般诊疗费收费

其他住院收费

其中 : 药事服务费

住院结算差额

待结算医疗款明细表

年月

本月数

山东会计管理

会政财 01 表附表 01

单位:元

本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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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编制单位 :

项目

一、本期收入

(一)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 : 政府性基金收入

其中: 财政基本拨款收入

其中 : 医疗收入

公共了R生收入

财政项目拨款收入

其中 : 医疗收入

公共二p.生收入

科教收入

(二)事业收入

其中:医疗收入

公共卫生收入

科教收入

(.::::: )卡，级补助收入

(囚)附属单位 七缴收入

(五)经营收入

(六)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其中:医疗收入

公共卫生收入

(七)投资收益

(八 ) 捐赠收入

〈九)利息收入

( -0 租金收入

(卜-)其他收入

二、 本期费用

(~) 业务活动费用

其中:医疗费用

公共卫生费用

科教费用

(二) 单位管理费用

(二)经营费用

(囚〉资产处置费用

收入费用表

年 月

山东会计管理

本月数

会政财 02 表

单位:元

本年累计数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906／1109页



( 五)七缴上级费用

(六〕对附属单位补助费用

(七 ) 所得税费用

(八) 其他费用

三、本期盈余

其中 : 医疗盈余

公共 11-生盈余

科教盈余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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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

编制单位· 年月

项目 本月数

一、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

(一〉医疗收入

1.门急诊收入

挂号收入

诊然收入

其中: 医事服务收入

检查收入

化验收入

治疗收入

手术收入

卫生材料收入

药品收入

其中 : 西药

其中: 疫苗

中成药

中药饮片

一般诊疗费收入

其他门急诊收入

其中: 药事服务收入

门急诊结算差额

2.住院收入

床位收入

诊要接收入

其中: 医事服务收入

检查收入

化验收入

治疗收入

子术收入

护理收入

卫生材料收入

药品收入

其中: 西药

其中 3 疫苗

中成药

中药饮片

山东会计管理

会政财 02 表附表 01

单位:元

本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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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一般诊疗费收入

其他住院收入

其中: 药事服务收入

住院结算差额、

(二〉公共卫生收入

一、医疗及公共卫生费用

(一〉医疗费用

人员费用

工资福利费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药品费

西药

其中:疫苗

中成药

中药饮片

专用材料费

1J.生材料费

血库材料

医用气体

影像材料

化验材料

其他卫生材料

低值易耗品

其他材料费

维修费

计提专用基金

其中:计捉医疗风险基金

同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其他医疗费用

(二)公兴卫生费用

人员费用

工资福利费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药品费

阿药

其中 : 疫苗

中成药

中药饮片

专用材料费

卫生材料费

血库材料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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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医用气体

影{象材料

化验材料

其他节生材料

低值易耗品

其他材料费

维修费

其他公共卫生费用

三、单位管理费用

人员费用

丁.资福利费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费用

商品和服务费用

阿定资产折旧

尤形资产摊销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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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日年限

(年) (年〉

一、房屋及构筑物 医用电子仪器 5-10 

业务及管理用房 医用超声仪器 6-10 

钢结构 50 医用品频仪器设备 5-10 

钢筋混凝士结构 50 物理治疗及体疗设备 5-10 

砖混结构 30 高压氧舱 6-10 

砖木结构 30 中医仪器设备 5-10 

简易房 8 医用磁共振设备 6-10 

房屋附属设施 8 医用 X 线设备 6-10 

构筑物 8 高能射线设备 8-10 

二、通用设备 医用核素设备 6-10 

计算机设备 6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5-10 

通信设备 5 体外循环设备 5-10 

办公设备 6 手术急救设备 5-10 

车辆 10 口腔设备 6-10 

图书档案设备 5 病房护理设备 5-10 

机械设备 10 消毒设备 6-10 

电气设备 5 其他 5-10 

雷达、 无线电和 1飞星导航设备 10 光学仪器及窥镜 6-10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5 激光仪器设备 5-10 

仪器仪表 5 四、家具、用具及装具

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家具 15 

计量标准器具及最具、衡器 5 用具、装具 5 

三、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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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J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财会(2010 J 

26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

度顺利过渡，现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新制度及《关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

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有关衔接问题规

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严

格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

会计报表。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

接的相关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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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将未入

账事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

科目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

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

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

和调试，实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财政

应返还额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无形资产"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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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其中，

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新制

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科目下"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2) "应收医疗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收账款"科目，该科目包含了原账的"应

收医疗款"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将原账的"应收医疗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收账款"科目。

(3)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

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

到物资的款项，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经付

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

品"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

属于新制度规定的预付账款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

目余额中属于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预付账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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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

尚未按照相关规定完成批准程序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的，转账时，

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待处理财产损溢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4) "库存物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加工物品"科目，原制度设置

了"库存物资"科目。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

"库存物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在加工存货的金额，转入新账的

"加工物品"科目:将原账的"库存物资"科目余额减去属于在加

工存货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的"库存物资"科目中核算了属

于新制度规定的工程物资、受托代理物资(如受托保管的政府

储备物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物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

物资、受托代理物资的金额，分别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受

托代理资产"科目。

(5)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转账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

"并账"后的金额，下同)中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

额，转入新账"预付账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

工程"科目余额减去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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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新账的"在建工程"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

新制度规定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

建工程"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

资"科目。

(6)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待摊支出"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待摊支出"科目年末

无余额，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2.负债类

( 1) "借入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科目，原制度设置

了"借入款"科目。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借

入款"科目余额中属于短期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含 l 年) ]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短期借款"科目;将原账的"借入款"科目余

额中属于长期借款[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 ]的金额转入新

账的"长期借款"科目。

(2) "待结算医疗款"科目

补充规定设置了"待结算医疗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的"待结算医疗款"科目核算的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待结算医疗款"科目余额转

入新账的"待结算医疗款"科目。

(3) "应缴款项"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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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应缴款项"科目核算的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应缴款项"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应缴

财政款"科目。

(4) "应付账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原账设置

了"应付账款"科目。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

"应付账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付账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含 1

年) ]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账款"科目，将原账的"应付账款"

科目余额中属于长期应付款[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 ]的金

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应付款"科目。

(5) "预收医疗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收账款"科目，该科目包含了原账的"预

收医疗款"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将原账的"预收医疗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预收账款"科目。

(6)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社会保障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原账设置了"应付职

工薪酬"和"应付社会保障费"科目。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应当将原账的"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社会保障费"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7) "应交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原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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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应交税费"科目口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

账的"应交税费"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交增值税的金额转入新账

的"应交增值税"科目，将原账的"应交税费"科目余额减去属于

应交增值税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8)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

"其他应付款"科目。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的"其他

应付款"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长期应付款的，应当

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长期应付款的金额转

入新账的"长期应付款"科目;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

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应付利息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

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应付利息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应付利息"科

目;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

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

托代理负债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3.净资产类

( 1) "固定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固定基金"科目对应内容进

行核算。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固定基金"

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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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及相关明细科

目，"累计盈余"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的

核算内容口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原账的"事业基

金咐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新旧转换盈余"科目。

(3) "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 u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账

"专用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应当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

科目。

(4) "财政补助结转〈余) "、"其他限定性用途结转(余) " 

科目

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及相关明细科

目，"累计盈余"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了原账"财政补助结转

(余) "和"其他限定性用途结转(余) "科目的核算内容。转

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沪、

"其他限定性用途结转(余) "科目余额进行分析，将属于公共

卫生活动形成结转(余)的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一公

共卫生盈余"科目，将属于科教项目形成结转(余)的余额转

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科教盈余"科目，将剩余金额转入新账

的"累计盈余一一医疗盈余"科目。

(5) "结余分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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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本年盈余分配"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的"结余分配"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新制度规定"本

年盈余分配"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

"结余分配"科目有借方余额，转账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将原账的"结余分配"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一一

新旧转换盈余"科目借方。

(6) "本期结余"科目

由于原账的"本期结余"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账处

理。

4.收入类、支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

新制度设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

额的，应当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

明细科目的，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

新账中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

账的工作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

科目余额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受托代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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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入账成本，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科目，

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2.盘盈资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

新账时，按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

目，按照盘盈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累计盈余一一新旧

转换盈余"科目。

3.预计负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前按照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一新旧转换盈余"

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

4.应付质量保证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

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一一新旧转换盈余"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扣留

期在 1年以内(含1 年) ]、"长期应付款"科目[扣留期超过 1 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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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项的，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

项时，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

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l.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单位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未按"收支两条

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应

收在院病人医疗款以外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余额计算

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一新旧转换盈余"科

目 ， 贷记"坏账准备"科目;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应当按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应收在院病人医疗款、

应收医疗款外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余额计算应计提的

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一-新旧转换盈余"科目，贷记

"坏账准备"科目。

2.补提折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

当全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

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

尚未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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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记"累计盈余----医疗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科目 。

3.补提摊销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

当全面核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前期

尚未计提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

借记"累计盈余一-医疗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科目 。

4.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子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期借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

唯建工程咐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一一

新旧转换盈余"科目，按照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

"长期借款"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

期付息、到期还本]。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

调整时，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

始凭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

"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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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

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应当对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 "科目余额中结转资金的金

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

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

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库存物资等)的金额，

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

科目贷方;按照原账的"财政补助结转(余) "科目余额中结余

资金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

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

余额登记新账"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的借方:按

照新账"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

数减去新账"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

的差额，登记新账"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

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其

他限定性用途结转(余) "科目余额中结转资金的金额进行逐

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余)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

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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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库

存物资等)的金额，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

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

新账"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目的借方。

(二)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

金"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记新

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咐目，贷记新账的"专用结余"科

目。

(四)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

额

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原账"事

业基金"科目的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原账"结余分配一一待分配结余"有借

方科目余额的，应当借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

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2.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余额进

行调整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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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调整应收医疗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应收医疗款"科目余额，

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科

目。

(2)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新制度规定将原账其他应收款中

的预付款项计入支出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

进行分析，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

预付款项的金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预

付的金额、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

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

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

(3) 调整库存物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库存物资"科目余额进

行分析，区分购入的库存物资金额和非购入的库存物资金额。

对购入的库存物资金额划分出其中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的

金额、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和使用非财政补助

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入

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货

币资金"科目。

(4) 调整借入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山东会计管理
，，~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926／1109页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借入款"科目余额，借

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5) 调整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应付账款"科目余额进

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支出的金额。

将计入支出的金额划分为财政补助资金应付的金额、非财政补

助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和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

按照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

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6) 调整预收医疗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预收医疗款"科目余

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

余"科目。

(7)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

行分析，划分出提取时列支的专用基金余额，按照提取时列支

的专用基金余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前述 1 、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

整出"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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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如减去新账中货

币资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退

回资金的其他应付款等，加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他

应收款等)，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余"科目贷方余

额合计数，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

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五)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无需

对"经营结余"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D

(六) "其他结余"、"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无需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

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

出类会计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

度设置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需要按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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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预算会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

项的，应当比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口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

整，应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

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示日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

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

资产负债表(仅要求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

(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

医疗及公共卫生收入费用明细表、净资产变动表、现金流量表

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不要求填列上年

比较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

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

额";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

款预算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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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

(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首先参照《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

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财会 (2013) 2 号) ，将基建账套相关

数据并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

本规定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相应科目。

(二)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执行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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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预付账款
按照合同规定预先支付

的款项(包括定金)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尚未收到物资

待处理财产损溢

其他

受托代理资产

库存物资
加工存货

工程物资

其他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等

借入款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

受托代理负债

其他

财政补助结转
公共卫生活动形成结转(余)

科教项目形成结转(余〉
(余)

其他

其他限定性用
公共卫生活动形成结转(余)

科教项目形成结转(余)
途结转(余)

其他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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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如预付账款、职
预付款项 工预借的差旅费

等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预付

其他应收款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预付
如支付的押金、

需要收 回及其他 应收为职工垫付

的款项等

购入库存物资

库存物资(扣
其中: 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入

除属于受托代 使用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购入

理资产的物 使用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购

资) 入

非购入库存物资
如接受捐赠的物

资等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发生时计入支出

应付账款 其中:财政补助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补助非专项资金应付
从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中提取

专用基金 从收入中列支提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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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序号

1001 

2 1002 

3 1011 

4 1021 

5 1201 

6 1212 

7 1218 

8 1301 

9 1214 

10 1902 

11 1302 

12 1303 

13 1611 

14 1891 

15 1601 

16 1613 

17 1611 

18 1214 

19 1701 

新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其他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在途物品

预付账款

待处理财产损溢

库存物品

加工物品

工程物资

受托代理资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账款

无形资产

101 

102 

103 

104 

111 

112 

114 

121 

131 

133 

141 

山东会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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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制度科目

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其他货币资金

财政应返还额度

应收医疗款

其他应收款

库存物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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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01 

21 2501 

22 2308 

23 2103 

24 2302 

25 2502 

26 2305 

27 2201 

28 2101 

29 2102 

30 2307 

31 2304 

32 2502 

33 2901 

34 3001 

35 3101 

二、负债类

短期借款
201 

长期借款

待结算医疗款 202 

应缴财政款 203 

应付账款
206 

长期应付款

预收账款 207 

208 
应付职工薪酬

210 

应交增值税
211 

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
221 

长期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三、净资产类

301 

302 

累计盈余 305 

306 

308 

专用基金 303 

四、预算结余类

山东会计管理

借入款

待结算医疗款

应缴款项

应付账款

预收医疗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社会保障费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固定基金

事业基金

财政补助结转(余)

其他限定用途结转(余)

结余分配-待分配结余

专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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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8101 财政拨款结转
305 财政补助结转(余)

37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38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06 其他限定用途结转(余)

302 事业基金
39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余分配一待分配结余

308 (借方)

40 8301 专用结余 303 专用基金

305 财政补助结转(余)

306 其他限定用途结转(余)

41 8001 资金结存(借方) 302 事业基金

303 专用基金

结余分配一待分配结余
308 (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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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

财政部文件

财会 (2018) 26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

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

衔接规定的通知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政局:

《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 25号)自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为了确保新制度在彩票

机构的有效贯彻实施，我部制定了《关于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

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和《关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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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

衔接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l.关于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2. 关于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2018年9月 5日印发

-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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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一一一基本准则)} ，结合行业实际情

况，现就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以下简称彩票机构)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

下简称新制度)做出如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新增一级科目及其使用说明

(一)彩票机构应当增设 "2刀30ω8 彩票销售结算

应付返奖奖金

(二)关于增设科目的使用说明

2308 彩票销售结算

一、本科目核算彩票机构彩票销售资金的归集和分配情

况。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彩票品种及游戏名称、彩票发行销

售方式进行明细核算。

三、彩票销售结算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彩票机构实现彩票销售时，按照彩票销售结算的

金额，借记"预收账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彩票机构分配彩票销售资金时，按照分配的

彩票销售资金的金额，借记本科目，按照分配的彩票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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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机构业务费等金额，贷记"应缴财政款"科目，按照分自己

的应付返奖奖金的金额，贷记"应付返奖奖金"科目，按照分

配的代销费金额，贷记"应付代销费"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应无余额。

2309 应付返奖奖金

一、本科目核算彩票机构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

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中奖者的资金，包括当期

返奖奖金、奖池、调节基金和一般调节基金。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当期返奖奖金"、"奖池"、"调节基

金"、"一般调节基金"设置明细科目。在"当期返奖奖金"、"奖

池"、"调节基金"明细科目下，按照彩票品种及游戏名称设置

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当期返奖奖金是指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在当

期彩票奖金中提取并用于支付给中奖者的奖金。

奖池是指彩票游戏提取奖金与实际中出奖金的累积资

金差额。

调节基金是指按照彩票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逾期未退票的票款和浮动奖取整后的余额。调节基金应当专

项用于支付各种不可预见的奖金风险支出或开展派奖。

停止销售的彩票游戏兑奖期结束后，奖池资金和调节基

金有结余的，转为一般调节基金，用于不可预见情况下的奖

金风险支出或开展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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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付返奖奖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当期返奖奖金

1.提取当期返奖奖金时，按照彩票资金分配比例计算确

定的当期返奖奖金金额，借记"彩票销售结算"科目，贷记本

科目(当期返奖奖金一一xx游戏)。

2.兑付中奖者奖金时，按照实际兑付金额，借记本科目

(当期返奖奖金一一xx游戏)，贷记"银行存款"、"其他应交

税费"、"预收账款一一预收彩票销售款" [通过彩票代销者兑

奖]等科目。

3.逾期未兑付的弃奖奖金转入彩票公益金时，按照实际

转出的金额，借记本科目(当期返奖奖金一一xx游戏)，贷

记"应缴财政款"科目。

4.彩票机构之间因联网游戏奖金结算产生的应收款项，

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借记"应收账款一一应收彩票联网游戏

结算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当期返奖奖金一一xx游戏);产

生的应付款项，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借记本科目(当期返

奖奖金一一xx游戏)，贷记"应付账款一一应付彩票联网游戏

结算款"科目。

(二)奖池

1.彩票游戏设置奖池的，兑付当期返奖奖金后，按照提

取的当期返奖奖金与当期实际中出奖金的差额，借记或贷记

本科目(当期返奖奖金一一xx游戏)，贷记或借记本科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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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一一xx游戏)。

2.使用奖池资金兑付中奖者奖金时，按照实际兑付金额，

借记本科目(奖池一-xx游戏)，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调节基金

1.彩票游戏设置调节基金的，在提取调节基金时，按照

彩票资金分配比例计算确定的调节基金金额，借记"彩票销售

结算"科目，贷记本科目(调节基金一一xx游戏)。

2.彩票游戏设置奖池的，奖池资金达到一定额度后，按

照彩票游戏规则中规定将超过部分转入该彩票游戏的调节

基金时，按照实际转出的金额，借记本科目(奖池一一xx游

戏)，贷记本科目(调节基金一一xx游戏)。

3.使用调节基金支付各种不可预见的奖金风险支出和开

展派奖时，按照实际支出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调节基金一

一xx游戏)，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4.使用调节基金弥补奖池资金时，按照实际弥补奖池资

金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调节基金一一xx游戏)，贷记本科

目(奖池一一xx游戏)。

(四)一般调节基金

1.停止销售的彩票游戏兑奖期结束后，奖池资金和调节

基金有结余的，转入一般调节基金时，按照实际转出的金额，

借记本科目(奖池、调节基金一一xx游戏)，贷记本科目(一

般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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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一般调节基金弥补某游戏奖池资金时，按照实际

弥补奖池资金的金额，借记本科目(一般调节基金)，贷记

本科目(奖池一一XX游戏)。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彩票机构尚未支付的奖

金和调节基金。

2310 应付代销费

一、本科目核算彩票机构按照彩票代销合同的约定比例

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代销者的资金。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彩票代销者和彩票结算方式进行明

细核算。

三、应付代销费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提取应付代销费时，按合同约定比例计算确定的

金额，借记"彩票销售结算"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实行内扣方式结算应付代销费的，结算彩票代销

者代销费时，按照从彩票代销者缴交的彩票销售资金中直接

抵扣的资金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预收账款→一预收彩票

销售款"科目。

(三)不实行内扣方式结算应付代销费的，向彩票代销

者支付代销费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彩票机构尚未支付给彩

票代销者的代销费。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942／1109页



二、关于在新制度-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

(一)彩票机构应当在"1212 应收账款"科目下设置"应

收彩票联网游戏结算款"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彩票机构与其他

彩票机构因彩票联网游戏结算发生的应收款项。在"应收彩票

联网游戏结算款"明细科目下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彩

票游戏名称等进行明细核算。

(二)彩票机构应当在"1302 库存物品"科目下设置"库

存彩票"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彩票机构购进的已验收入库彩票

的实际成本。

(三)彩票机构应当在"2103 应缴财政款"科目下设置

"应缴发行机构业务费"、"应缴销售机构业务费"、"应缴中央

公益金"、"应缴地方公益金"等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彩票机构

应缴国库的彩票机构业务费和彩票公益金等。

(四)彩票机构应当在"2302 应付账款"科目下设置"应

付彩票联网游戏结算款"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彩票机构与其他

彩票机构因彩票联网游戏结算发生的应付款项。在"应付彩票

联网游戏结算款"明细科目下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彩

票游戏名称等进行明细核算。

(五)彩票机构应当在"2305 预收账款"科目下设置"预

收彩票销售款"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彩票机构预收彩票代销者

预存的彩票销售款。

(六)彩票机构应当在"2307 其他应付款"科目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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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投注设备押金"明细科目，用于核算彩票机构收取彩票

代销者交付的彩票投注设备押金。

(七)彩票机构应当在H3101 专用基金"科目下设置"彩

票兑奖周转金"明细科目，用于核算财政部门累计拨入结存的

彩票兑奖周转金。

三、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彩票机构除按新制度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外，

还应按照本规定编制返奖奖金变动明细表和彩票资金分配

明细表。

(一)资产负债表

1.新增项目

彩票机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负债部分"应付职工

薪酬"与"应付票据"项目之间增加"应付返奖奖金"、"应付代

销费"项目。

2.新增项目的填列方法

( 1 )"应付返奖奖金"项目，反映彩票机构应返还给中奖

者的奖金。本项目应当根据"应付返奖奖金"科目的期末余额

填列 。

(2)"应付代销费"项目，反映彩票机构按彩票代销合同

的约定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代销者的

资金。本项目应当根据"应付代销费"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 二 )返奖奖金变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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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反映彩票机构在某一会计年度内返奖奖金的兑付

情况，格式详见附表 1 。

2.返奖奖金变动明细表的填列方法

本表中"年初余额"、"本年增加数"、"本年减少数"、"年

末余额"、"调节基金"、"奖池"和"一般调节基金"各项目，应

当根据"应付返奖奖金"科目各明细科目中的相关信息分析填

列。

(三)彩票资金分配明细表

1.本表反映彩票机构在某一会计年度内彩票资金的分配

情况，格式详见附表 20

2.彩票资金分配明细表的填列方法

本表中"彩票销售额"、"彩票返奖奖金"、"彩票公益金"、

"彩票业务费"和"彩票代销费"各栏，以及各栏的明细栏内各

项数字，应当根据"彩票销售结算"、"应缴财政款"、"应付返

奖奖金"、"应付代销费"等科目的明细科目中的相关信息分析

填列。

四、关于库存彩票的账务处理

(一)彩票机构胸入的彩票验收入库时，按照发生的彩

票印制费等确定的成本，借记"库存物品←一库存彩票"平斗目，

贷记"应付账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

目。

(二)彩票机构发出库存彩票时，按照确定的发出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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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成本，借记"业务活动费用"科目，贷记"库存物品一

库存彩票"科目。

(三)发生彩票退回时，借记"库存物品一~库存彩票"

科目，贷记"业务活动费用"科目[退回本年发出的库存彩票]

或"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退回以前年度发出的库存彩票]。

(四)对于盘盈、盘亏及毁损、报废的库存彩票，彩票

机构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按照规定报经批准后进行账务处理。

1.库存彩票盘盈时，按照同类库存彩票的入账成本确认

入账价值，借记"库存物品一一库存彩票"科目，贷记"待处理

财产损溢"科目;库存彩票盘亏或毁损、报废时，按照待处置

库存彩票的账面价值，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一一待处理财产

价值"科目，贷记"库存物品一-库存彩票"科目。

2.报经批准予以处理盘盈的库存彩票时，按照待处理的

库存彩票价值，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单位管理

费用"科目。

3.报经批准予以处理盘亏或损毁、报废的库存彩票时，

按照待处置库存彩票的账面价值，借记"资产处置费用"科目，

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一一待处理财产价值"科目。

处置毁损、报废库存彩票过程中所取得的收入、发生的

相关费用，以及处置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收入的账务处

理，参见新制度"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五、关于预收彩票销售款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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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彩票机构收到彩票代销者预存的销售款时，按照

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预收账款→

一预收彩票销售款"科目。

(二)彩票机构实现彩票销售时，按照冲销预收彩票销

售款的金额，借记"预收账款一-预收彩票销售款"科目，贷

记"彩票销售结算"科目。

(三)彩票代销者兑付中奖者奖金时，彩票机构按照实

际兑付金额，借记"应付返奖奖金-一当期返奖奖金一一xx

游戏"科目，贷记"预收账款一-预收彩票销售款"等科目。

(四)实行内扣方式结算应付代销费的，结算彩票代销

者代销费时，彩票机构按照从彩票代销者缴交的彩票销售资

金中直接抵扣的资金金额，借记"应付代销费"科目，贷记

"预收账款一一预收彩票销售款"科目。

六、关于彩票投注设备押金的账务处理

(一)彩票机构收取彩票代销者交付的彩票投注设备押

金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

他应付款一一彩票投注设备押金"科目。

(二)彩票机构向彩票代销者退回彩票投注设备押金时，

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其他应付款一一彩票技注设备押

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七、关于彩票兑奖周转金的账务处理

(一)彩票机构取得财政部门拨付的彩票兑奖周转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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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授权支付额度到账通知书中的授权支付额度，借记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一一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资

金结存一一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贷记"财政拨款预算

收入"科目。

(二)报经批准将彩票兑奖周转金从零余额账户转入彩

票机构的银行存款账户时，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借记"银行

存款"科目，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同时，按照相

同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三)按规定提取专用基金时，按照提取的金额，借记

"业务活动费用"科目，贷记"专用基金一一彩票兑奖周转

金"科目;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借记"事业支出"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八、生效日期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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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编制单位:

项目 行次

一、年初余额

其中:调节基金 2 

奖池 3 

二、本年增加数 4 

其中 z 调节幕金 5 

奖池 6 

.、本年减少数 7 

其中 z 调节基金 8 

奖池 9 

网、年末余额 ]0 

其中:调节基金 11 

奖池 12 

返奖奖金变动明细表

年度

传统型 即开型 数字电 乐透割 竟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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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朝 墓诺型

会政财 01 表附表 01

单位:元

一般调节基金 舍计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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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彩票资金分配明细表

编制单位: 年度

彩票返奖奖金 彩票公益金

彩票
计提

计提金额
计提

弃奖

彩票品 彩票 销售 中奖 计提 奖金
序号 比例 调节 比例

种 游戏 额 奖金 小计 金额 金额 转入
(%) 基金 (%) 

额

① ② ① 
传统型

2 即开型

3 数字型

4 乐透型

5 党猜型

6 视频型

7 基诺型

8 其他

9 合ìl

说明:

(ωlυ) 本表中哝票销售额"C伽萨伊‘..影票返奖奖金一一计提金辙一一小计

(2) 各彩票品种」戊生游戏返奖奖金和公益金提取比例不同的应分栏1填真写 e

山东会计管理

实际
发行

上缴
机构

额

会政财 01 表附表 02

单位z 元

彩票业务费

省级
nEpJ'2百I飞Z

省级 代销
销售 小计

以下 费
机构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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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科目和报表》的衔接规定

我部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财会 (2017J 25 号，以下简称

新制度)。目前执行《彩票机构会计制度)} (财会 (2013) 23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的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以下

简称彩票机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制度，不再执行

原制度。为了确保新旧会计制度顺利过渡，现对彩票机构执行

新制度及《关于彩票机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一一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的有关

衔接问题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彩票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新

制度及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彩票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的相关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并按

照本规定要求，编制原账的部分科目余额明细表(参见附表 1 、

附表 2)。

2.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立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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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算

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会计科目(彩票机构新旧

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见附表 3 )，将未入账事

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科目

是指按照原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科目。

4.按照登记及调整后新账的各会计科目余额，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

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彩票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

及补充规定要求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实

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 1υ) "库存现金

收账款"\、"预付账款\"囡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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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

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库存现金"科目余额中属于新

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库存现金"科目下

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2) "银行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原

制度设置了"银行存款"科目。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

"银行存款"科目中核算的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其他货币资金的

金额，转入新账"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将原账"银行存款"

科目余额减去其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

的"银行存款"科目。其中，还应当将原账的"银行存款"科

目余额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转入新账"银

行存款"科目下的"受托代理资产"明细科目。

( 3) "其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收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与

原账"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彩票

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收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途物品"科目，彩票机构在原账"其他

应收款"科目中核算了已经付款或开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

资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中已经付款或开

出商业汇票、尚未收到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在途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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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 4) "库存材料"、"库存彩票"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物品"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库存

材料

"库存材料 P，\、"库存彩票"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库存物品"

科目及其明细科目。

( 5) "长期投资"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券投资"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长期投资"科目。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

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

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及其明细科目;将原账的"长期投资"

科目余额中属于债券投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长期债券投资"

科目及其明细科目。

(6) "累计折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累计折|日"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彩票机构

已经计提了固定资产折旧并记入"累计折旧"科目的，转账时，

应当将原账的"累计折旧"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科目。

( 7) "在建工程"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和"预付账款一一预付备料款、

预付工程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科目。转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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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在建工程"科目余额(基建"并账"

后的金额，下同)中属于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的金额，转

入新账"预付账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在建工程"

科目余额减去预付备料款、预付工程款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

账的"在建工程"科目。

彩票机构在原账"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了按照新制度规

定应当记入"工程物资"科目内容的，应当将原账"在建工程"

科目余额中属于工程物资的金额，转入新账的"工程物资"科

目。

( 8) "累计摊销"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该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累计摊销"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彩票机

构已经计提了无形资产摊销的 ， 转账时，应当将原账的"累计

摊销"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9) "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该科目的核算

内容与原账"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

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余额，

转入新账的"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10)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由于原账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年末无余额，

该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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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债类

( 1) "短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返奖奖金"、"应付代销费"、"长

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及补充规定设置了"短期借款"、"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返奖奖金"、

"应付代销费"、"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科目，这些科目

的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

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

科目。

( 2) "应缴税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交增值税"和"其他应交税费"科目，

原制度设置了"应缴税费"科目。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

账的"应缴税费一一应缴增值税"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应交

增值税"科目中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原账的"应缴税费"科目

余额减去属于应缴增值税余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其他应

交税费"科目。

( 3) "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财政款"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缴

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

原账的"应缴国库款"、"应缴财政专户款"科目余额，转入新

账的"应缴财政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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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应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应付款"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

与原账"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彩

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其

他应付款"科目。其中，彩票机构在原账的"其他应付款"科

目中核算了属于新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负债的，应当将原账的

"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中属于受托代理负债的余额，转入新

账的"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 5) "彩票销售结算"科目

由于原账的"彩票销售结算"科目年末无余额，该科目无

需进行转账处理。

3. 净资产类

( 1) "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

了原账"事业基金"科目的核算内容。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

将原账的"事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2) u库存彩票基金"、 "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

依据新制度，无需对原制度中"库存彩票基金"、 "非

流动资产基金"科目对应内容进行核算。转账时，彩票机构应

当将原账的"库存彩票基金

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3) "专用基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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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不包

括原账"专用基金"科目中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核算内容D

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减去属

于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金额后的差额转入新账的"专用基金"

科目，将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中属于彩票发行销售风

险基金的金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

( 4川)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F\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

结余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该科自的余额包含了原

账的"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

"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科目的余额内容。转账时，彩票

机构应当将原账的"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财政专户核拨

资金结余\"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科目余额 ， 转入新账

的"累计盈余"科目。

( 5)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本期盈余"科目，该科目的核算内容包含

了原账"经营结余"科目的核算内容。新制度规定"本期盈余"

科目余额最终转入"累计盈余"科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

科目有借方余额，转账时，彩票机构应当将原账的"经营结余"

科目借方余额转入新账的"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 6ω) U待分配事业结余

分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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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账的"待分配事业结余

结余分配"科目年末无余额，这两个科目无需进行转账处理。

4. 收入类、支出类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无需进行转

账处理。自 2019 年 1 月 1 曰起，彩票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设

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彩票机构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余额的，应当

比照本规定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的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

应将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为口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科

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彩票机构在进行新!日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作

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科目余额

及分拆原科目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在途物品

彩票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在途物品按照新制度规定记

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的入账金额，分别借记"应收

账款"、"应收股利"、"在途物品"科目，贷记"累计盈余"

科目。

2. 受托代理资产

彩票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 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山东会计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文件汇编（2020）

第 959／1109页



前未入账的受托代理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

时，按照确定的受托代理资产入账成本，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科目，贷记"受托代理负债"科目。

3. 盘盈资产

彩票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未入账的盘盈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的盘盈资产及其成本，分别借记有关资产科目，按照

盘盈资产成本的合计金额，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 预计负债

彩票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按照

新制度规定确认的预计负债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按照确定

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贷记"预计负债"

科目。

5. 应付质量保证金

彩票机构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应当将2018年 12月 31 日前未

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按照新制度规定记入新账。登记新账时，

按照确定未入账的应付质量保证金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

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扣留期在1年以内(含1年) ]、

"长期应付款"科目[扣留期超过1年]。

彩票机构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其他事项的，

应当比照本规定登记新账的相应科目。

彩票机构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补记未入账事项时，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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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补充登记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对新账的相关财务会计科目余额按照新制度规定的

会计核算基础进行调整

1.计提坏账准备

新制度要求对单位收回后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提取坏账准备。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按

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上缴财政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的余额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借记"累计盈余"科目，

贷记"坏账准备"科目。

2. 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对按照新制度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下

设置"新旧制度转换调整"明细科目，依据被投资单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余额，以及彩票机构

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

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或

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一-新旧制度转换调整"科目，贷记或借

记"累计盈余"科目。

3. 确认长期债券投资期末应收利息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

期债券投资应收利息，按照长期债券投资的应收利息金额，借

记"长期债券投资"科目[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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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贷记"累计盈余"科目。

4. 补提折旧

彩票机构在原账中尚未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应当全面核

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

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尚未计提

折旧的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按照应计提的折旧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日"科目。

s. 补提摊销

彩票机构在原账中尚未计提无形资产摊销的，应当全面核

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已使用

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并于 2019 年 1 月 1 目对前期尚未计

提摊销的无形资产补提摊销，按照应计提的摊销金额，借记"累

计盈余"科目，贷记"无形资产累计摊销"科目。

6. 确认长期借款期末应付利息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补记长

期借款的应付利息金额，对其中资本化的部分，借记"在建工

程"科目，对其中费用化的部分，借记"累计盈余"科目，按

照全部长期借款应付利息金额，贷记"长期借款"科目[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或"应付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彩票机构对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时，应

当编制记账凭证，并将调整事项的确认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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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

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

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

对原账的"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

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金

(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财政资金

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等)的金额，按照增

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

贷方;按照原账"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科目余额，登记新

账的"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余额登记

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按照新账

的"财政拨款结转"和"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数，

减去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后

的差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二) "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非财

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科目余额进行逐项分析，加上各项结转

转入的支出中已经计入支出尚未支付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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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非财政

专户核拨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等)

的金额，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收入中已经收到非财政专户核拨

专项资金尚未计入收入(如预收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计入

收入尚未收到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如应收账款)的金额，

按照增减后的金额，登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

明细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新账的"资金结存

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三) "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专用基金"

科目余额中通过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分配形成的金额，借

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新账的"专用

结余"科目。

(四) "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如果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期末有借方余额，在新旧制

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经营结余"科目余额借

记新账的"经营结余"科目，贷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

资金"科目。

(五)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

目余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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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余额

新制度设置了"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

存"科目。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事

业基金"科目余额，借记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

目，贷记新账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 对新账"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

余额进行调整

( 1 )调整短期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技资"科目余额，借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2 )调整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科目余

额除去应收彩票资金后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收入的

金额和没有计入收入的金额。对发生时计入收入的金额，再区

分计入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和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按

照计入非专项资金收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3 )调整预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预付账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其中由财政专户核拨资金预付的金额、非财政专户核拨专

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

按照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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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4 )调整其他应收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在新制度中选择将其他应收款中预付款项列入支出核算

的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其中预付款项的金额(将来很可能列支)和非预付款项的

金额，并对预付款项的金额划分为财政专户核拨资金预付的金

额、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和非财政专户核拨非

专项资金预付的金额，按照用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预付

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存一一

货币资金"科目。

( 5 )调整库存材料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库存材料"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区分购入的库存材料金额和非购入的库存材料金额。对购入的

库存材料金额划分出其中使用财政专户核拨资金购入的金额、

使用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和使用非财政专户

核拨非专项资金购入的金额，按照使用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

资金购入的金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 6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

投资的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和用非

现金资产及其他方式取得的金额，按照用现金资产取得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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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2 贷记"资金结存一→货币资金"

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核算"非流动资产基

金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7 )调整长期债券投资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长期投资"科目余额中属于债

券投资的余额，借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记"资金结

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

按照原制度核算长期投资、而且对应核算"非流动资产基

金一一长期投资"的，不作此项调整。

( 8 )调整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科目

余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

款结余"科目。

( 9 )调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科目余

额扣除应付彩票资金后的余额进行分析，区分其中发生时计入

支出的金额和未计入支出的金额。将计入支出的金额划分出财

政专户核拨资金应付的金额、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应付的

金额和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按照非财政专

户核拨非专项资金应付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

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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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调整预收账款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按照原账的"预收账款"科目余额中扣除预

收彩票资金后的余额进行分析，划分出预收的专项资金和预收

的非专项资金，按照预收非专项资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

→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 11 )调整专用基金对非财政拨款结余的影响

彩票机构应当对原账的"专用基金"科目余额进行分析，

划分出按照收入比例列支提取的专用基金，按照列支提取的专

用基金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贷记"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

3. 彩票机构按照前述 1 、 2 两个步骤难以准确调整出"非

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对应的"资金结存"科目余额的，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可以在新账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

他货币资金"、"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数基础上，

对不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资金进行调整(如减去新账中货币资

金形式的受托代理资产、应缴财政款、已收取将来需要退回资

金的其他应付款等，加上已支付将来需要收回资金的其他应收

款等)，按照调整后的金额减去新账的"财政拨款结转"、"财

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款结转"、"专用结余"科目贷方余额

合计数，加上"经营结余"科目借方余额后的金额，登记新账

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贷方;同时，按照相同的金额登记

新账的"资金结存一一货币资金"科目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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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

目。由于这两个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

构无需对"其他结余"和"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科目进行新

账年初余额登记。

(七)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年初无余额，在新

旧制度转换时，彩票机构无需对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

科目进行新账年初余额登记。

彩票机构应当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制度设置预

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彩票机构存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按照新制度预算会

计核算基础调整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的其他事项的，应当比

照本规定调整新账的相应预算会计科目期初余额。

彩票机构对预算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应当编

制记账凭证，并将期初余额登记和调整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四、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彩票机构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

余额，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

表(仅要求填列各项目"年初余额门。

( 二 ) 2019年度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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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机构应当按照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编制 2019 年财务报

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19 年度收入费用表、净资产变

动表、现金流量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预算结转结余变动表时，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彩票机构应当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财务会计科目余

额，填列 2019 年净资产变动表各项目的"上年年末余额";根

据 2019 年 1 月 1 日新账预算会计科目余额，填列 2019 年预算

结转结余变动表的"年初预算结转结余"项目和财政拨款预算

收入支出表的"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项目。

五、其他事项

( 一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进行基建"并账"的

彩票机构，应当首先按照《彩票机构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

题的处理规定)) (财会 (2014J 2 号)，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

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的相关科目余额，再按照本规定

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账相关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相应科

目。

( 二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执行新制度及补充规定的彩票机

构，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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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彩票机构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一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其中:受托代理现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中:受托代理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在途物品 已经付款或已开出商业
其他应收款 汇票，尚未收到物资

其他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券投资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预付工程款、预付备料款

应缴税费
应交增值税
其他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受托代理负债
其他

彩票兑奖周转企
专用基金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

其他专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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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彩票机构原会计科目余额明细表二

总账科目 明细分类 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应 发生时不计入收入 如转让资产的应收票

收账款(扣除 据、应收账款

应收彩票资
发生时计入收入

金)
其中:专项收入

其他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预付

预付账款 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预付

预付款项
如职工预借的差旅费

等
其中;财政专户被拨资金预付

其他应收款 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预付

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预付

需要收回及其他
如支付的押金、应收为

职工垫付的款项等

购入材料

其中:使用财政专户核拨资金购入

库存材料
使用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购入

使用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购入

非贿入材料
如无偿调入、接受捐蹭

的材料等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
其中:用现金资产取得

用非现金资产或其他方式取得

长期债券投资

应付票据、应
发生时不计入支出

付账款(扣除
发生时计入支出

应付彩票资
其中;财政专户核拨资金应付

企)
非财政专户核拨专项资金应付

非财政专户核拨非专项资金应付

预收账款(扣 预收专项资金

除预收彩票
预收非专项资金

资金)

从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分配中提取

专用基金 从收入中列支提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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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彩票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号阳王|
新制度

名称 编号 l
一、资产类

称

度
一
名

&
币
一

原
一

1001 库存现金 1001 库存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1002 银行存款

3 1021 其他货币资金

4 1101 短期投资 1101 短期投资

5 1211 应收票据 1211 应收票据

6 1212 应收账款 1212 应收账款

7 1214 预付账款 1213 预付账款

8 1218 其他应收款
1215 其他应收款

9 1301 在途物品

10 1301 库存材料
1302 库存物品

11 1302 库存彩票

12 1501 长期股权投资
1401 长期投资

13 1502 长期债券投资

14 1601 固定资产 1501 固定资产

15 160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502 累计折旧

16 1611 工程物资
1511 在建工程

17 1613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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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214 预付账款

19 1701 无形资产 1601 无形资产

20 170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1602 累计摊销

21 1902 待处理财产损溢 1701 待处置资产损溢

二、负债类

22 2001 短期借款 2001 短期借款

23 2101 应交增值税
2101 应缴税费

24 2102 其他应交税费

25 2102 应缴国库款
一 2103 应缴财政款
26 2103 应缴财政专户款

27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28 2301 应付票据 2301 应付票据

29 2302 应付账款 2302 应付账款

30 2309 应付返奖奖金 2401 应付返奖奖金

31 2310 应付代销费 2402 应付代销费

32 2305 预收账款 2303 预收账款

33 2307 其他应付款
2305 其他应付款

34 2901 受托代理负债

35 2501 长期借款 2501 长期借款

36 2502 长期应付款 2502 长期应付款

余盈午1
、

1
bv

累囚句tn4d 

三、净资产类

i刚 |事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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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005 库存彩票基金
一

39 3101 非流动资产基金

40 3101 专用基金
3201 专用基金

41 3001 累计盈余

42 3301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
一

43 3001 累计盈余 3302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
一

44 3401 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

45 3001 累计盈余(借方) 3403 经营结余(借方)

四、预算结余类

46 8101 财政拨款结转 3301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

47 8102 财政拨款结余 3302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

48 8201 非财政拨款结转 3401 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

49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3001 事业基金

50 8202 非财政拨款结余
3201 专用基金

51 8301 专用结余

52 8401 经营结余 3403 经营结余

53 3301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
一

54 3302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
一

55 3401 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
8001 资金结存(借方)

56 3001 事业基金
一

57 3201 专用基金
一

58 3403 经营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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