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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企业所属事业单位财务报表项目转换参考格式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制



资产负债表项目转换对应表

企业报表项目 行次 事业单位报表项目 企业报表项目 行次 事业单位报表项目
流动资产： 1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56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2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57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   短期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58
    衍生金融资产 4     衍生金融负债 59
    应收票据 5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60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6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61   应付账款

    预付款项 7   预付账款     预收款项 62
  预收账款、拨入科研费、财政补助结转和财政补助结余（科研项目、其他项目中费用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部分）                                    

    应收利息 8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63
  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专用基金中住房基金和医疗
基金

    应收股利 9   其他应收款-应收股利         其中：应付工资 64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工资
    其他应收款 10   财政应返还额度、其他应收款（不含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应付福利费 65   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专用基金中医疗基金贷方余额
    存货 11   存货     应交税费 66   应缴税费
        其中：原材料 12     其中：材料         其中：应交税金 67
              库存商品(产成品) 13           产成品     应付利息 68   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14     应付股利 69   其他应付款-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70   其他应付款（不含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应缴国库款

    其他流动资产 16
  其他流动资产（不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待处理资产
损溢（流动资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71

流动资产合计 17 流动资产合计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18 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 73   其他流动负债（不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   长期投资 流动负债合计 74 流动负债合计
    持有至到期投资 20   长期投资 非流动负债： 7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收款 21     长期借款 76   长期借款
    长期股权投资 22   长期投资     应付债券 77
    投资性房地产 23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长期应付款 78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原价 24   固定资产原价（扣除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79

        减：累计折旧 25   累计折旧（扣除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专项应付款 80
  拨入专款扣除专款支出的贷方余额、财政补助结转和结余（基建项目）、非流动资产基
金（在建工程基金中的国拨和非同级财政部门拨款部分）                       

    固定资产净值 26   固定资产净值     预计负债 81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7     递延收益 82
    固定资产净额 28   固定资产净值     递延所得税负债 83
    在建工程 29   在建工程     其他非流动负债 84
    工程物资 30         其中：特准储备基金 85
    固定资产清理 31 非流动负债合计 86 非流动负债合计
    生产性生物资产 32 负 债 合 计 87 负 债 合 计
    油气资产 3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8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无形资产 34   无形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摊销（扣除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实收资本（股本） 89
  事业基金（资本性国有资本金拨款）、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基金、固定资产基金
、无形资产基金中国拨部分对应的资产原值）

    开发支出 35         国有资本 90
  事业基金（资本性国有资本金拨款）、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基金、固定资产基金
、无形资产基金中国拨部分对应的资产原值）

    商誉 36             其中：国有法人资本 91
    长期待摊费用 37         集体资本 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         民营资本 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
  拨入专款扣除专款支出的借方余额、待处置资产损溢（非流动
资产）

           其中：个人资本 94

        其中：特准储备物资 40         外商资本 95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96
42     其他权益工具 97
43     资本公积 98
44     减：库存股 99
45     其他综合收益 100
46         其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1

47     专项储备 102   专用基金（安全生产基金）

48     盈余公积 103
  事业基金（不含资本性国有资本金）、非流动资产基金（不含已计入专项应付款和实收
资本的部分）、专用基金（不含已计入应付职工薪酬及专项储备的部分）

49         其中：法定公积金 104
  事业基金（不含资本性国有资本金）、非流动资产基金（不含已计入专项应付款和实收
资本的部分）、专用基金（不含已计入应付职工薪酬及专项储备的部分）

50               任意公积金 105
51     未分配利润 106   经营结余
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
53    *少数股东权益 108
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 净资产合计

资 产 总 计 55 资 产 总 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利润表项目转换对应表

企业报表项目 行次 事业单位报表项目 企业报表项目 行次 事业单位报表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26

    其中：营业收入 2
财政补助收入（不含资本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和基建项目后的贷方发生额）、科研收入、
技术收入、产品销售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不
含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及非经常性收入）、其他经营收入等

              债务重组损失 27

二、营业总成本 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8

    其中：营业成本 4

科研成本（扣除管理费用）、技术成本（扣除管理费用）、产品销售成本、财政补助支出-基
本支出、财政补助支出-项目支出（按科研项目扣除管理费及计提收益、其他项目中费用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扣除管理费及计提收益）、其他业务成本（扣除管理费用）、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其他支出（扣除非经常性支出）、其他经营成本

    减：所得税费用 29 应缴所得税

          营业税金及附加 5 技术性服务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税金及附加、经营税金及附加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

          销售费用 6 经营费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

          管理费用 7 科研成本、技术成本、其他业务成本中的管理费、管理费用（含离退休费用）    *少数股东损益 32

              其中：研究与开发费 8 管理费用-技术开发费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3

          财务费用 9 财务费用、其他收入中的利息收入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4

              其中：利息支出 10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35

                    利息收入 11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36

                    汇兑净损失（净收益以“-”号填列） 12   3.其他 37

          资产减值损失 13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8

          其他 14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3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 其他收入中的投资收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7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4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43

    加：营业外收入 19 其他收入中的捐赠收入、罚没收入等非经常性收入   6.其他 4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0 七、综合收益总额 45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6

              政府补助 2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7

              债务重组利得 23 八、每股收益： 48 ——

    减：营业外支出 24 其他支出中的捐赠支出、赔偿金、违约金等非经常性损失；支付的税收滞纳金及罚款等     基本每股收益 4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5     稀释每股收益 50



会计科目转换对应表

行次 事业会计科目 企业会计科目 备    注 行次 事业会计科目 企业会计科目 备    注
1 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32 非流动资产基金

专项应付款 在建工程基金中的国拨和非同级财政部门拨款部分

2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实收资本
长期投资基金、固定资产基金、无形资产基金中的国家拨款部分形成的资产
原值

3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银行存款 　 盈余公积 扣除已计入专项应付款、实收资本的部分以外的非流动资产基金

4 其他货币资金 其他货币资金

33 专用基金

盈余公积 职工福利基金、折旧基金、无形资产摊销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5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 应付职工薪酬 住房基金、医疗基金

6 财政应返还额度 其他应收款 专项储备 安全生产基金

7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 　
34 财政补助结转

预收账款 科研项目和其他项目（费用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结转

8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专项应付款 基建项目和其他项目（资本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结转

9 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 　
35 财政补助结余

预收账款 科研项目和其他项目（费用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结转

10 其他应收款

应收利息 　 专项应付款 基建项目和其他项目（资本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结转

应收股利 　 36 经营结余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其他应收款 　

37 财政补助收入

营业收入 剔除基建项目和资本性国有资本金拨款部分

11
材料
产成品

材料采购 　

在途物资 　 专项应付款 基建项目

原材料 　 实收资本 资本性国有资本金拨款

库存商品 　 38 科研收入 营业收入 　

发出商品 　 39 技术收入 营业收入 　

委托加工物资 　 40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 　

周转材料 　 41 上级补助收入 营业收入 　

12 长期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2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营业收入 　

持有至到期投资 43 产品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 　

长期股权投资 44 其他经营收入 营业收入 　

13 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建筑物

45 其他收入

营业收入 扣除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及非经常性收入后的金额

固定资产 除转换至“投资性房地产”以外的固定资产 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

14 累计折旧
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建筑物计提的折旧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累计折旧 除出租建筑物以外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 营业外收入 捐赠收入、罚没款收入

15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46 财政补助支出

营业成本
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科研项目扣除管理费及计提收益、其他项目中费用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扣除管理费及计提收益）

16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出租或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管理费用 科研项目中分摊计入管理费的金额

无形资产 除转换至“投资性房地产”以外的无形资产
47 科研成本

营业成本

17 累计摊销 累计摊销 管理费用

18 待处理资产损溢
其他流动资产 　

48 技术成本
营业成本

其他非流动资产 管理费用

19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 　
49 其他业务成本

营业成本 　

20 应缴税费 应交税费 管理费用 　

21 应缴国库款 其他应付款 50 上缴上级支出 营业成本 　

22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51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营业成本 　

23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 　 52 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研发支出 　

24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53 其他支出

营业外支出 捐赠支出、赔偿金、违约金、税收滞纳金及罚款等非经营性损失

25 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 　 营业成本 扣除非经营性损失以外的其他支出

26 拨入科研费 预收账款 　 54 产品销售成本 营业成本 　

27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55 其他经营成本 营业成本 　

应付职工薪酬 工会经费与职工教育经费 56 经营费用 销售费用 　

28 拨入专款 专项应付款 　 57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包括企业所有离退休费支出

29 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58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30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59 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 事业基金
实收资本 资本性国有资本金拨款 60 专款支出 专项应付款 抵减拨入专款

盈余公积 扣除资本性国有资本金以外的事业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