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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成本的会计处理
文/张信东

巧妙下台 丘吉尔一次参加一个福利会议, 有一个人反反复复地讲了个把钟头还不下台, 听者都非常讨厌。

一位老太太对丘吉尔说, 有没有办法叫他下台?丘吉尔笑笑, 随即写了一张条子叫人交给演讲者, 演讲者一看,

立即面红耳赤地走下台去。

原来, 这张条子上写了一句: 阁下的裤门拉链没拉好。
机关小幽默一束

在
当今国内、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形势下, 企业管

理家们已不再满足于企业眼前的产品、眼前的市场及眼

前的地位, 他们在立足于企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 必须策划未

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的产品和市场, 才能使企业永立不败之

地。为此, 许多企业专设研究开发部门, 不惜投入巨额研究开发

成本,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即使对那些未设专门机构的企

业来说,这一部分开支也日趋增加, 相当可观。鉴于这样一个非

常现实的问题, 会计制度关于 技术开发费或研究开发成本于

发生时一次记入管理费用 的规定就未免有不妥之处, 本文拟

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一、研究开发成本的计价问题

研究开发成本主要包括: 在研究开发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

料, 有关人员的工资, 奖金和津贴, 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分担一

部分研究开发工作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为科研项目提供物质保

障的房屋、设备的折旧费等, 若专设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开发项

目的,研究开发成本就是该机构的一切正常的必要的开支。

研究开发成本的计价问题一直是会计界有争议的问题, 目

前, 对研究开发成本的计价有三种观点: 一是资本化, 即发生时

全部记入 无形资产- 研究开发成本 帐户, 以后会计期按一定

方法摊销; 二是费用化, 即发生时均记入管理费用或另列科目

直接冲减当期收入; 三是发生时先记入一个过渡帐户 未分配

研究成本 , 待科研有成果时 (即成功时)转入某无形资产帐户,

失败了则转入 科研支出损失 帐户。

从理论上讲, 第三种观点最正确, 但实际操作有一定难度,

因为你无法界定何时成功? 如何又算失败? 成功与失败的标志

是什么? 即便某项目成功形成一项具体可辨认的无形资产, 其

研究成本究竟是多少? 应追回到哪一天的支出? 是否已将其前

一部分成本转销?诸多问题在实务中很难确定。比如一项配方,

也许在一夜之间有了重大突破, 使无望变成一项发明; 再者失

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了的项目支出也有助于后继项目的成功,

或者说最终成功是在总结若干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获得

的, 难道前面的支出就不该记入该资产成本吗? 对未来收益无

影响吗? 将其一笔转作损失合适吗? 还有当企业同时进行几个

项目研究和开发时, 项目之间的交叉开支, 间接费用的分摊, 都

会给实际操作带来难度。所以作者认为这一观点理论上可行但

实务中不可取。至于第二种观点,如同会计制度所规定的, 把研

究开发成本于发生时全部费用化, 虽简便易行, 但在理论上却

有诸多弊端: 其一,不符合配比原则。研究开发成本是企业着眼

于未来收益而发生的, 理应与未来由此而产生的收入相配比,

这一点必须在会计处理上予以体现 , 以反映经济业务的真实

性; 其二,少计了资产价值。企业帐面实力与实际实力不符, 容

易使财务分析工作走向误区, 特别是掩盖了企业的进取意识和

发展潜力。试想, 甲乙两个企业, 同样的规模, 同样的产品, 同样

的市场, 甚至同样的销售规模, 经营现状是相似的, 但甲企业的

管理者竞争意识强, 注重未来市场, 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

每年都要花费一定数额的研究开发成本, 而乙企业却相反, 其

研究开发成本每年发生额甚少, 在这种情况下, 若采用 费用

化 法处理, 就会出现甲企业的利润低于乙企业的利润, 若拿销

售利润率指标衡量企业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的话, 会得出与实

际恰好相反的结论; 其三,少交了当期所得税。因为数额庞大的

研究开发成本作为期间费用在税前转销, 直接减少了当期的所

得税支出, 尽管这项减少额会在以后会计期间因少提摊销费用

(指研究开发成本这项无形资产的摊销额)而转回, 但若考虑货

币时间价值的话, 也是国家税收的一项负担; 其四, 费用化法为

企业经管人员播弄利润提供了便利之机。研究开发成本与企业

本期营业活动联系不大, 所以, 当企业资金紧张时, 这项开支可

以少一些, 当资金宽裕时, 可以多投入一些, 同样的道理, 当经

管人员想要利润高的时候, 就有意压缩科研费, 反之, 就增大科

研费开销。

因此, 在这种氛围下, 作者主张采用第一种观点, 将科研支

出全部资本化。具体做法是:研究费用发生时增加 无形资产-

研究开发成本 帐户, 同时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其目的是为将

来形成的各项具体可辨认无形资产成本计算提供资料, 当自行

研制开发形成一项专利或非专利技术时, 按其可确认成本从

无形资产- 研究开发成本 帐户转入 无形资产- 专利权 或

无形资产- 非专利技术 等帐户, 以后根据确定的年限、确定

的折旧方法按惯例进行会计处理。将研究开发成本资本化, 记

入 无形资产 帐户的理论依据还包括:

一 研究开发成本是为取得某一项无形资产如专利权、专

有技术等而发生。既然是为一项科研项目而进行的研究开发工

作, 那么,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总是对未来某一项无形资产的

取得有贡献的, 它有助于一个专利或一项专有技术的形成, 因

此,应予以资本化。

二 将研究开发成本列为一项资产, 有利于纯净费用帐

户。研究开发成本是立足于未来收益发生的, 不属于费用的范

畴。这样处理也不会减少当期所得税的上交, 同时也能防止企

业乱摊费用, 把一些不合理的开支以研究开发为名计入费用帐

户,少计利润,逃避税收。

三 研究开发成本不是企业的一项损失。损失有时以支出

的形式出现, 如赔款的支付, 有时也可能是直接的资财丧失, 如

火灾焚毁的物资。损失和成本费用不同, 成本费用是有意识的

耗费, 是为了进行具有一定目的生产经营活动, 企图从相应换

取的收入中得到补偿而发生的; 损失则不一样, 它的发生是违

反经营者意愿的, 经营者总是力图避免它发生, 或把它减少到

最低限度。因此, 研究开发成本绝不是一项损失。

既然研究开发成本作为企业的一项支出, 不属于企业的一

项费用, 也不是企业的损失, 按会计六大要素划分, 只能属于资

产一类, 且必然是一项长期资产, 在固定资产, 长期投资, 无形

资产, 递延资产诸项目中, 研究开发成本归属无形资产最为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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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厉害 教授正在课堂上讲俄罗斯的经济和物价问题, 忽然发现一个学生正在打盹, 就非常生气地问:

现在世界上贬值最厉害的货币是什么,你说?

那学生不假思索地答道: 公款呗!这谁不知道。

二、研究开发成本的摊销问题

读者也许会问: 按上述方法, 无形资产 研究开发成

本 帐户看似等同于自建固定资产中的 在建工程 帐户, 迟早

会转入某一具体无形资产帐户的,谈摊销问题似无必要。实际

上, 科研机构每年所花费的为数极为可观的研究费用, 其结果

未必均有新发明成功, 其中一部分仅为一般的研究工作而已,

不但带有经常性质, 而且对于任何发明或发现上所生效果, 仅

属一种间接而又不确定的关系, 况且无形资产之研制是一项

长期性工作, 前期归属关系似明确的费用开支到实际形成某

项无形资产时, 已呈时过境迁之势, 记入该项资产价值未免牵

强, 如果不对 无形资产- 研究开发成本 帐户摊销的话, 有些

费用开支就会长期挂帐, 虚增企业的资产。

既然研究开发成本是基于企业未来收益而发生的, 其理

应与企业未来的正常收入或主营业务收入相配比 , 由于该项

资产形成之特殊性, 特别是其价值形成的连续性, 对它的摊销

就不能以传统的按摊销年限和摊销率等来确定。世界闻名的

我国会计学者杨汝梅 (众先) 博士论无形资产之经济意义 乃

某种价值之代表, 此种价值, 依据企业盈利之剩余 ( surplus, 即

所得之利益, 超过其资本应得之利息及企业家应得之报酬) ,

将其超过之数据依照相当利率化成资产之价值是也 , 道明无

形资产之本质是能为企业带来超越寻常报酬之额外收益。立

足于这一思想, 本文提出一种摊销方法,其公式如下:

本期应计摊销额= 无形资产 (研究开发成本) 帐户平均余

额 企业本年预计资金利润率- 行业正常资金利润率/ 企业

本年预计成本利润率= w ( A- B) / C(几点解释略)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企
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经营目标在财务上的集

中和概括,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定向机制、出发点

和归宿。综合我国目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经济条

件下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 笔者认为, 财务状况最

优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

选择。

目前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基本有以下三种

观点:

一、利润最大化 这种观点认为: 利润代表企业

新创造的财富, 利润越多,越接近企业目标。以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 能够促使企业讲求经济核算, 改进技术,

加强管理, 提高劳动效率, 降低成本, 关心市场, 提高

产品质量, 开发新产品。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存

在一些问题: 比如它未考虑利润的时间价值; 未考虑

所获取利润和资本投入量的关系; 未考虑所获利润承

担风险的大小。因此,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 可导致企

业各种短期行为, 同时还会引起企业因不能科学计量

风险因素, 导致决策失误的不良影响。

二、股东财富最大化 也称企业价值最大化。即

通过企业的合理经营, 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 在权衡

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报酬的前提下, 使企业的

总价值达到最大, 进而使股东财富达到最大。财富最

大化不仅考虑了取得收益的时间, 而且考虑了收益与

风险的关系, 避免了企业由于盲目追求利润而造成的行为短

期化, 具有极大的综合性, 可以让企业更全面地经营决策。但

是,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 财富最大化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

性: < 一> 我国大多数企业还不是股份制企业, 而且目前的股

份制企业多为国家控股企业, 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例不

大, 不足以代表我国企业的整体特征, 也还没有形成具有普遍

意义的股东概念; < 二> 缺乏一个能合理衡量企业股价的机

制和市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还不规范, 市场非理性的投资远

远超过理性投资, 股价波动剧烈, 较多地偏离了企业的真实价

值; < 三> 由于企业投资者很少能参与企业的直接管理。当作

为财务管理主体的企业与投资者目标不一致时, 企业的财务

管理就会偏向于企业本身, 背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 < 四>

只强调股东财富最大化 , 势必与其他利益主体如

债权人、政府机构、内部职工等的期望值发生矛

盾。

三、每股收益最大化 这种观点认为: 应当把

企业的利润和股东投入资本联系起来考虑 , 用每

股收益来概括企业的财务目标。这种观点的缺点:

一是没有考虑到目前收益和长期收益的关系; 二

是没有反映收益的风险。

总之, 以上三种目标都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

济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因此,财务状况最优化则

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

根据我国 企业财务通则 第四十三条和 工

业企业财务制度 第八十八条规定, 企业总结, 评

价本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财务指标包括: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

率、资产负债率、资本金利润率、营业收入利税率、

成本费用利润等。财务状况最优化是从企业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偿债能力几个

方面综合体现的。财务状况具体化为: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 从而使财务管理

活动的目标变得可以计量: 可以用销售利润率、成

本费用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来衡量企业的营利能

力; 可以用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指

标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 用存货周转率、应收帐款周转率、

全部资金周转率等来衡量企业的营运能力; 用产值增长率、利

润增长率、销售增长率等指标来体现企业的发展能力。这些指

标可以很容易从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中获取。将财务状况最

优化作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不仅克服了利润最大化

目标和每股收益最优化目标的不足, 也比股东财富最大化目

标更接近我国国情, 体现了财务管理活动的真正目的, 而且更

全面, 更深入地反映了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总目标。可见, 将

财务状况最优化作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和现实性的。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