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职工薪酬》应用指南 
  



一、总体要求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一一职工薪酬》（以下简称“本准则”）明确界定了职工和职工薪

酬的含义，规范了职工薪酬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以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

发生的人工成本。 
本准则规定，职工薪酬应当分类为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

利。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本准则的规定，根据职工薪酬的性质，对职工薪酬进行合理分类，作

为职工薪酬会计处理的基础。 
对于短期薪酬，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

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者相关资产成本。企业存在带薪缺勤的，应当将带

薪缺勤分类为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对于累积带薪缺勤，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

务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带薪缺勤权利时，确认与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并以累

积未行使权利而增加的预期支付金额计量。对于非累积带薪缺勤，企业应当在职工实际发生

缺勤的会计期间确认与非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长期带薪缺勤则应当作为其他长期

职工福利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离职后福利，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将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

定受益计划。对于设定提存计划，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

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者相关资产成本。对于设定受益计

划，企业应当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设定受益计划福利义务，并归属于职工提供服务

的期间；因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服务成本、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相关资产成本；因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

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允许转回至损益。 
对于辞退福利，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辞退计划条款的规定，合理预计和确认辞退

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本准则规定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包括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

利和辞退福利以外的所有职工薪酬，具体包括长期带薪缺勤、长期残疾福利、长期利润分享

计划（或长期奖金计划）等。企业对于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应当适

用离职后福利中设定提存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对于其他情形，应当适用设定受益

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但是重新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者净资产所产生的

变动，应当计人当期损益或者相关资产成本。 
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分别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

长期职工福利披露相关信息，并在有关财务报表内予以恰当列示。 

二、关于适用范围 
企业应当遵循本准则的要求对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

职工薪酬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对于企业年金基金，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0 号一一企业年金基金》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企业向其职工发放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属于职工薪酬范畴，但其会计处理应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一一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职工和职工薪酬的定义 
（一）职工的定义 

本准则所称的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

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具体而言，本准则所称的职工至



少应当包括： 
1.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按照我国《劳动法》和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本准则中的职工首

先应当包括这部分人员，即与企业订立了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作为期

限的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 
2.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如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

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设立董事、监事，或者董事会、监事会的，如所聘请的独立董事、外部监

事等，虽然没有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属于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属于本准则所称的职

工。 
3.在企业的计划和控制下，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或未由其正式任命，但向企业所提

供服务与职工所提供服务类似的人员，也属于职工的范畴，包括通过企业与劳务中介公司签

订用工合同而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人员，这些劳务用工人员属于本准则所称的职工。 
（二）职工薪酬的定义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

补偿。企业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受瞻养人、己故员工遗属及其他受益人等的福利，也属

于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1.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指企业预期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十二个月内将全部

予以支付的职工薪酬，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除外。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给予的补偿属于辞退福利的范畴。 
短期薪酬主要包括： 
(1）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是指企业按照构成工资总额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

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等的劳动报酬，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

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

等。其中，企业按照短期奖金计划向职工发放的奖金属于短期薪酬，按照长期奖金计划向职

工发放的奖金属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2）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向职工提供的生活困难补助、丧葬补助费、抚恤费、职工异

地安家费、防暑降温费等职工福利支出。 
(3）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基

准和比例计算，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存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4）住房公积金，是指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基准和比例计算，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缴

存的住房公积金。 
(5）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是指企业为了改善职工文化生活、为职工学习先进技术

和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质，用于开展工会活动和职工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支出。 
(6）短期带薪缺勤，是指职工虽然缺勤但企业仍向其支付报酬的安排，包括年休假、病

假、婚假、产假、丧假、探亲假等。长期带薪缺勤属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7）短期利润分享计划，是指因职工提供服务而与职工达成的基于利润或其他经营成果

提供薪酬的协议。长期利润分享计划属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8）其他短期薪酬，是指除上述薪酬以外的其他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短期薪

酬。 
2.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属于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的除外。 



离职后福利计划，是指企业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成的协议，或者企业为向职工提供离

职后福利制定的规章或办法等。离职后福利计划按照企业承担的风险和义务情况，可以分为

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其中，设定提存计划，是指企业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

后，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

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3.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辞退福利主要包括： 
(1)在职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前，不论职工本人是否愿意，企业决定解除与职工的劳动

关系而给予的补偿。 
(2）在职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前，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的补偿，职工有权利

选择继续在职或接受补偿离职。 
辞退福利通常采取解除劳动关系时一次性支付补偿的方式，也采取在职工不再为企业带

来经济利益后，将职工工资支付到辞退后未来某一期间的方式。 
企业应当根据辞退福利的定义和包括的内容，区分辞退福利与正常退休的养老金。辞退

福利是在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前，企业根据法律与职工本人或职工代表（如工会）

签订的协议，或者基于商业惯例，承诺当其提前终止对职工的雇佣关系时支付的补偿，引发

补偿的事项是辞退，因此，企业应当在辞退职王时进行辞退福利的确认和计量。职工在正常

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是其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时，或者职工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

年龄时获得的退休后生活补偿金额，引发补偿的事项是职工在职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退休

本身，因此，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进行养老金的确认和计量。 
另外，职工虽然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来不再为企业提供服务，不能为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企业承诺提供实质上具有辞退福利性质的经济补偿的，如发生“内退”的情况，在

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前应当比照辞退福利处理，在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后，应当按照离职后福利

处理。 
4.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所有的职工薪酬，包

括长期带薪缺勤、长期残疾福利、长期利润分享计划等。 

四、关于短期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人

当期损益，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 
（一）一般短期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发生的职工工资、津贴和补贴等短期薪酬，应当根据职工提供服务情况和工资标准

等计算应计人职工薪酬的工资总额，并按照受益对象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借记“生

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发放时，借记“应

付职工薪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以及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规

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并确认相关负债，按照受益对象计

人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借记“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应

付职工薪酬”科目。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应当在实际发生时根据实际发生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



本。企业向职工提供非货币性福利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如企业以自产的产品作为非

货币性福利提供给职工的，应当按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确定职工薪酬金额，并计

人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相关收人的确认、销售成本的结转以及相关税费的处理，与企

业正常商品销售的会计处理相同。企业以外购的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提供给职工的，应当

按照该商品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确定职工薪酬的金额，并计人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例 1】2×14年 7月，甲公司当月应发工资 1560万元，其中：生产部门生产工人工资

1000万元；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工资 200万元，；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工资 360万元。 

根据甲公司所在地政府规定，甲公司应当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10%和 8%计提并缴存医疗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甲公司分别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2%和 1.5%计提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以及所得税影响。 

根据上述资料，甲公司计算其 2×14年 7月份的职工薪酬金额如下： 

应当计入生产成本的职工薪酬金额＝1000+1000×(10%+8%+2%+l.5%)=1215（万元） 

应当计入制造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200+200×(10%+8%+2%+1.5%)=243（万元） 

应当计入管理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360+360×(10%+8%+2%+1.5%)=437.40（万元） 

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生产成本                    12150000 

制造费用                    2430000 

管理费用                    4374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15600000 

-住房公积金  1248000 

-工会经费    312000 

-职工教育经费 234000 

【例 2】甲公司是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企业，共有职工 2000名。2×14年 1月 15日，

甲公司决定以其生产的笔记本电脑作为节日福利发放给公司每名职工。每台笔记本电脑的售

价为 1.40 万元，成本为 1 万元。甲公司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已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友

票。假定 2000名职工中 1700名为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30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假定甲公

司于当日将笔记本电脑发放给各职工。 

根据上述资料，甲公司计算笔记本电脑的售价总额及其增值税销项税额如下： 

笔记本电脑的售价总额＝1.40×1700+1.40×300=2380+420=2800（万元） 

笔记本电脑的增值税销项税额＝1700×1.40×17%+300×1.40×17%=404.60+71.40=476

（万元） 

应当计入生产成本的职工薪酬金额＝2380+404.60=2784.60（万元） 

应当计入管理费用的职工薪酬金额＝420+71.40=491.40（万元） 

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生产成本                        27846000 

管理费用                        4914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一一非货币性福利 32760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一一非货币性福利         3276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80000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76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000 

（二）短期带薪缺勤的确认和计量 
带薪缺勤应当根据其性质及其职工享有的权利，分为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两



类。企业应当对累积带薪缺勤和非累积带薪缺勤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如果带薪缺勤属于长期

带薪缺勤的，企业应当作为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处理。 
1.累积带薪缺勤及其会计处理 
累积带薪缺勤，是指带薪权利可以结转下期的带薪缺勤，本期尚未用完的带薪缺勤权利

可以在未来期间使用。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了服务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带薪缺勤权利时，

确认与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并以累积未行使权利而增加的预期支付金额计量。 
有些累积带薪缺勤在职工离开企业时，对于未行使的权利，职工有权获得现金支付。职

工在离开企业时能够获得现金支付的，企业应当确认企业必须支付的、职工全部累积未使用

权利的金额。企业应当根据资产负债表日因累积未使用权利而导致的预期支付的追加金额，

作为累积带薪缺勤费用进行预计。 
【例 3】乙公司共有 1000 名职工从 2×14 年 1 月 1 日起，该公司实行累积带薪缺勤制

度。该制度规定，每个职工每年可享受 5个工作日带薪年休假，未使用的年休假只能向后结

转一个日历年度，超过 1年未使用的权利作废；职工休年休假时，首先使用当年可享受的权

利，不足部分再从上年结转的带薪年休假中扣除；职工离开公司时，对未使用的累积带薪年

休假无权获得现金支付。 

2×14 年 12 月 31 日，每个职工当年平均未使用带薪年休假为 2 天。乙公司预计 2×15

年有 950 名职工将享受不超过 5 天的带薪年休假，剩余 50 名职工每人将平均享受 6 天半年

休假，假定这 50 名职工全部为总部管理人员，该公司平均每名职工每个工作日工资为 500

元。 

根据上述资料，乙公司职工 2×14年已休带薪年休假的，由于在休假期间照发工资，因

此相应的薪酬已经计入公司每月确认的薪酬金额中。与此同时，公司还需要预计职工 2×14

年享有但尚未使用的、预期将在下一年度使用的累积带薪缺勤，并计入当期损益或者相关资

产成本。在本例中，乙公司在 2×14年 12月 31日预计由于职工累积未使用的带薪年休假权

利而导致预期将支付的工资负债即为 75天（50×1.5天）的年休假工资金额 37500元（75 

×500），并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                      37500 

贷：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缺勤 37500 

2.非累积带薪缺勤及其会计处理 
非累积带薪缺勤，是指带薪权利不能结转下期的带薪缺勤，本期尚未用完的带薪缺勤权

利将予以取消，并且职工离开企业时也无权获得现金支付。我国企业职工休婚假、产假、丧

假、探亲假、病假期间的工资通常属于非累积带薪缺勤。由于职工提供服务本身不能增加其

能够享受的福利金额，企业在职工未缺勤时不应当计提相关费用和负债。为此，本准则规定，

企业应当在职工实际发生缺勤的会计期间确认与非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企业确认

职工享有的与非累积带薪缺勤权利相关的薪酬，视同职工出勤确认的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

本。通常情况下，与非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已经包括在企业每期向职工发放的工资

等薪酬中，因此，不必额外作相应的账务处理。 
（三）短期利润分享计划（或奖金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制订有短期利润分享计划的，如当职工完成规定业绩指标，或者在企业工作了特定

期限后，，能够享有按照企业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计算的薪酬，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有关会计处理。 
本准则规定，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确认相关的应付职工薪

酬，并计人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1.企业因过去事项导致现在具有支付职工薪酬的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 
2.因利润分享计划所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义务能够可靠估计。 



属于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视为义务金额能够可靠估计。 
(1）在财务报告批准报出之前企业已确定应支付的薪酬金额。 
(2）该利润分享计划的正式条款中包括确定薪酬金额的方式。 
(3）过去的惯例为企业确定推定义务金额提供了明显证据。 
企业在计量利润分享计划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时，应当反映职工因离职而没有得到利润

分享计划支付的可能性。 
如果企业预期在职工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需要全部

支付利润分享计划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该利润分享计划应当适用本准则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的有关规定。 
企业根据经营业绩或职工贡献等情况提取的奖金，属于奖金计划，应当比照短期利润分

享计划进行处理。 
【例 4】丙公司于 2×14 年初制订和实施了一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以对公司管理层进

行激励。该计划规定，公司全年的净利润指标为 1000 万元，如果在公司管理层的努力下完

成的净利润超过 1000 万元，公司管理层将可以分享超过 1000 万元净利润部分的 10%作为额

外报酬。假定至 2×14 年 12 月 31 日，丙公司全年实际完成净利润 1500 万元。假定不考虑

离职等其他因素，则丙公司管理层按照利润分享计划可以分享利润 50 万元［(1500-1000)×
10%］作为其额外的薪酬。 

丙公司 2×14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50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利润分享计划 500000 

五、关于离职后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属于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的除外。离职后福利包括退休福利

（如养老金和一次性的退休支付）及其他离职后福利（如离职后人寿保险和离职后医疗保障）。

企业向职工提供了离职后福利的，元论是否设立了单独主体接受提存金并支付福利，均应当

适用本准则的相关要求对离职后福利进行会计处理。 
职工正常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等离职后福利，是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或者职

工达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获得的离职后生活补偿金额。企业给予补偿的事项是职工

在职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退休本身，因此，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对离职后福

利进行确认和计量。 
离职后福利计划，是指企业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成的协议，或者企业为向职工提供离

职后福利制定的规章或办法等。企业应当按照企业承担的风险和义务情况，将离职后福利计

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两种类型。 
（一）设定提存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设定提存计划，是指企业向单独主体（如基金等）缴存固定费用后，不再承担进一步支

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对于设定提存计划，企业应当根据在资产负债表日为换取职工在会计期间提供的服务而

应向单独主体缴存的提存金，确认为职工薪酬负债，并计人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例 5】承【例 1】，甲公司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12%计提基本养

老保险费，缴存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14 年 7 月，甲公司缴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应

计入生产成本的金额为 120 万元，应计入制造费用的全额为 24 万元，应计入管理费用的金

额为 43.2 万元。甲公司 2×14 年 7 月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生成成本                      1200000 
制造费用                      240000 
管理费用                      432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一设定提存计划 1872000 

（二）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

计划的区分，取决于离职后福利计划的主要条款和条件所包含的经济实质。在设定提存计划

下，企业的义务以企业应向独立主体缴存的提存金金额为限，职工未来所能取得的离职后福

利金额取决于向独立主体支付的提存金金额，以及提存金所产生的投资回报，从而精算风险

和投资风险实质上要由职工来承担。在设定受益计划下，企业的义务是为现在及以前的职工

提供约定的福利，并且精算风险和投资风险实质上由企业来承担。 
当企业负有下列义务时，该计划就是一项设定受益计划： 
(1）计划福利公式不仅仅与提存金金额相关，且要求企业在资产不足以满足该公式的福

利时提供进一步的提存金；或者 
(2）通过计划间接地或直接地对提存金的特定回报作出担保。 
设定受益计划可能是不注入资金的，或者可能全部或部分地由企业（有时由其职工）向

独立主体以缴纳提存金形式注入资金，并由该独立主体向职工支付福利。到期时已注资福利

的支付不仅取决于独立主体的财务状况和投资业绩，而且取决于企业补偿独立主体资产不足

的意愿和能力。企业实质上承担着与计划相关的精算风险和投资风险。因此，设定受益计划

所确认的费用并不一定是本期应付的提存金金额。企业存在一项或多项设定受益计划的，对

于每一项计划应当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企业应当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

量和财务变量等作出估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归属期间。

企业应当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的

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折现率，将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予以折现，以确定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是指企业在不扣除任何计划资产的情况下，为履行获得当期

和以前期间职工服务产生的最终义务，所需支付的预期未来金额的现值。设定受益计划的最

终义务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如职工离职率、死亡率、职工缴付的提存金等。企业在折现时，

即使预期有部分义务在报告期间结束后的十二个月内结算，企业仍应对整项义务进行折现。

企业应当就至报告期末的任何重大交易及环境的其他重大变化（包括市场价格和利率的变化）

进行调整，在每年年末进行复核。 
企业应当通过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其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当期服务成本和过

去服务成本。根据预期 累计福利单位法，职工每提供一个期间的服务，就会增加一个单

位的福利权利，企业应当对每一单位的福利权利进行单独计量，并将所有单位的福利权利累

诽形成最终义务。企业应当将福利归属于提供设定受益计划的义务发生的期间。这一期间是

指从职工提供服务以获取企业在未来报告期间预计支付的设定受益计划福利开始，至职工的

继续服务不会导致这一福利金额显著增加之日为止。 
企业在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当期服务成本以及过去服务成本时，应当根据计

划的福利公式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并计人当期损益

或相关资产成本。 
当职工后续年度的服务将导致其享有的设定受益计划福利水平显著高于以前年度时，企

业应当按照直线法将累计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分摊确认于职工提供服务而导致企业第一次产



生设定受益计划福利义务至职工提供服务不再导致该福利义务显著增加的期间。在确定后续

年度服务是否将导致职工享有的设定受益福利水平显著高于以前年度时，不应考虑仅因未来

工资水平提高而导致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显著增加的情况。 
精算假设，是指企业对影响离职后福利最终义务的各种变量的最佳估计。精算假设应当

是客观公正和相互可比的，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包括人口统计假设和财务假设。人

口统计假设包括死亡率、职工的离职率、伤残率、提前退休率等。财务假设包括折现率、福

利水平和未来薪酬等。其中，折现率应当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

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 
经验调整是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实际数与估计数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设定受益

计划对于未来福利水平调整未作出明确规定的，企业将有关福利水平的增加确认为精算假设

与实际经验的差异（产生精算利得或损失），还是计划的修改（产生过去服务成本），需要运

用职业判断。通常情况下，如果设定受益计划未明确规定未来福利水平的调整，过去的调整

也并不频繁，同时如果精算假设中并无福利水平增长的假设，企业应将福利水平变化的影响

归属于过去服务成本。 
【例 6】甲公司在 2×14年 1月 1日设立了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并于当日开始实施。该

设定受益计划规定： 

(1）甲公司向所有在职员工提供统筹外补充退休金，这些职工在退休后每年可以额外获

得 12万元运休金，直至去世。 

(2）职工获得该额外退休金基于自该计划开始日起为公司提供的服务，而且应当自该设

定受益计划开始日起一直为公司服务至退休。 

为简化起见，假定符合计划的职工为 100 人，当前平均年龄为 40 岁，退休年龄为 60

岁，还可以为公司服务 20年。假定在退休前元人离职，退休后平均剩余寿命为 15年。假定

适用的折现率为 10%。并且假定不考虑未来通货膨胀影响等其他因素。 

计算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及其现值见表 1。计算职工服务期间每期服务成本见表 2。 

服务第 1年至第 20年的账务处理如下：服务第 1年年末，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或相关资产成本）          746200 

贷：应付职工薪酬一一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46200 

服务第 2年年末，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表 1                  计算设定受益计划义务及其现值                       

单位：万元 

 退 休 后

第 1年 

退 休 后

第 2年 

退 休 后

第 3年 

退 休 后

第 4年 

．．．．．． 退 休 后

第 14年 

退 休 后

第 15年 

（1）当年支付 I200 I200 I200 I200 ．．．．．． I200 I200 

（2）折现率 10% 10% 10% 10% ．．．．．． 10% 10% 

（3）复利现位

系数 
0.9091 0.8264 0.7513 0.6830 ．．．．．． 0.2633 0.2394 

（4）退休时点

现佳=（I）×

（3） 

I091 992 902 820 ．．．．．． 316 287 

（5）退休时点

现值合计 
9127       

 

 



 

表 2                         计算职工服务期间每期服务成本 

单位：万元 

服务年份 服务第 1年 服务第 2年 ．．．．．． 服务第 19年 服务第 20年 

福利归属      

—以前年度 0 456.35 ．．．．．． 8214.3 8670.65 

—当年 456.35 456.35 ．．．．．． 456.35 456.35 

－以前年度

＋当年 
456.35 912.7 ．．．．．． 8670.65 9127 

期初义务 0 74.62 ．．．．．． 6788.68 7882.41 

利息 0 7.46 ．．．．．． 678.87 788.24 

当期服务成

本 
74.62* 82.08** ．．．．．． 414.86*** 456.35 

期末义务 74.62 164.16 ．．．．．． 7882.41 9127**** 

*74.62=
）（ %101

35.456
19+
 

**82.08=
）（ %101

35.456
18+
 

***414.86=
）（ %101

35.456
+

 

****含尾数调整。 

借：管理费用（或相关资产成本）        8208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820800 

借：财务费用（或相关资产成本）        746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74600 

服务第 3年至第 20年，以此类推处理。 

2.确定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计

划义务的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企业应当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

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其中，资产上限，是指企业可从设定受益计划退款或减少未来向独

立主体缴存提存金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的现值。 
计划资产包括长期职工福利基金持有的资产、符合条件的保险单等，但不包括企业应付

但未付给独立主体的提存金、由企业发行并由独立主体持有的任何不可转换的金融工具。 
3.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报告期末，企业应当在损益中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包括服务成本、

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其中，服务成本包括当期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和

结算利得或损失。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包括计划资产的利息收益、设定受益

计划义务的利息费用以及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除非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职工福利

成本计入资产成本，企业应当将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计人当期损

益。 



(1）当期服务成本。当期服务成本，是指因职工当期提供服务所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义

务现值的增加额。在例 6 中，甲公司服务第 1 年年末应当计人当期损益的当期服务成本为

74.62 万元。 
(2）过去服务成本。过去服务成本，是指设定受益计划修改所导致的与以前期间职工服

务相关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或减少。当企业设立或取消一项设定受益计划或是改

变现有设定受益计划下的应付福利时，设定受益计划就发生了修改。 
过去服务成本可以是正的，如设立或改变设定受益计划从而导致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

值增加，也可以是负的，如取消或改变设定受益计划从而导致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减少。

如果企业减少了设定受益计划的应付福利，但同时增加了在该计划下针对相同职工其他应付

福利，企业应当将变动的净额作为单项变动处理。 
过去服务成本不包括下列各项： 
①以前假定的薪酬增长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之间的差额，对支付以前年度服务产生的福

利义务的影响； 
②企业对支付养老金增长金额具有推定义务的，对于可自行决定养老金增加金额的高估

和低估； 
③财务报表中己确认的精算利得或计划资产回报导致的福利变化的估计； 
④在没有新的福利或福利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职工达到既定要求之后导致既定福利

（即并不取决于未来雇佣的福利）的增加。 
(3）结算利得和损失。企业应当在设定受益计划结算时，确认一项结算利得或损失。设

定受益计划结算，是指企业为了消除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部分或所有未来义务进行的交易，

而不是根据计划条款和所包含的精算假设向职工支付福利。设定受益计划结算利得或损失是

下列两项的差额： 
①在结算日确定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 
②结算价格，包括转移的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和企业直接发生的与结算相关的支付。 
(4）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

额，是指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在职工提供服务期间由于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变动，包括计

划资产的利息收益、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利息费用以及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 
企业应当通过将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乘以适当的折现率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企业应当在会计期间开始时确定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和折现率，并考虑该期间由于福利提存和福利支付所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

变动，但不应当考虑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在本会计期间的任何其他变动（例如精算

利得和损失）。 
企业应当通过将计划资产公允价值乘以折现率来确定计划资产的利息收益，作为计划资

产回报的组成部分。企业应当将计划资产的利息收益和计划资产回报之间的差额包括在设定

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重新计量中。 
企业计算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时，应当考虑资产上限的影响。企业

应当通过将资产上限的影响乘以折现率来确定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作为资产上限影响总变

动的一部分。企业应当在会计期间开始时确定资产上限的影响和折现率。企业应当将资产上

限影响的利息金额与资产上限影响总变动之间的差额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重新计量中。 
4.确定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企业应当将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所产生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允许转回至损益，但企业可以在

权益范围内转移这些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金额。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包括下列部分： 



(1）精算利得或损失，即由于精算假设和经验调整导致之前所计量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现值的增加或减少。企业未能预计的过高或过低的职工离职率、提前退休率、死亡率、过高

或过低的薪酬、福利的增长以及折现率变化等因素，将导致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精算利得和损

失。精算利得或损失不包括因设立、修改或结算设定受益计划所导致的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

现值变动，或者设定受益计划下应付福利的变动。这些变动产生了过去服务成本或结算利得

或损失。 
【例 7】承【例 6】，假定甲公司在该计划开始后职工提供服务的第 3年年末重新计量该

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负债。甲公司发现，由于预期寿命等精算假设和经验调整导致该设定受益

计划义务的现值增加，形成精算损失 15万元。 

借：其他综合收益——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重新计量——精算损失                15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150000 

(2）计划资产回报，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额。计划资

产的回报，指计划资产产生的利息、股利和其他收入，以及计划资产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利得

或损失。企业在确定计划资产回报时，应当扣除管理该计划资产的成本以及计划本身的应付

税款，但计量设定受益义务时所采用的精算假设所包括的税款除外。管理该计划资产以外的

其他管理费用不需从计划资产回报中扣减。 
(3）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扣除包括在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中的金

额。 

六、关于辞退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辞退福利，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由于导致义务产生的事项是终止雇佣而不是为获得职工的

服务，企业应当将辞退福利作为单独一类职工薪酬进行会计处理。 
企业在确定提供的经济补偿是否为辞退福利时，应当区分辞退福利和正常退休养老金。

辞退福利是在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前，企业根据法律与职工本人或职工代表（如

工会）签订的协议，或者基于商业惯例，承诺当其提前终止对职工的雇佣关系时支付的补偿，

引发补偿的事项是辞退。 
对于职工虽然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来不再为企业提供服务，不能为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企业承诺提供实质上具有辞退福利性质的经济补偿的，如发生“内退”的情况，

在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前应当比照辞退福利处理，在其正式退休日期之后，应当按照离职后福

利处理。 
企业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应当在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

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企业确认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两者孰早日，

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有详细、正式的重组计划并且该重组计划已对外公告时，表明已经承担了重组义务。

重组计划包括重组涉及的业务、主要地点、需要补偿的职工人数及其岗位性质、预计重组支

出、计划实施时间等。 
实施职工内部退休计划的，企业应当比照辞退福利处理。在内退计划符合本准则规定的

确认条件时，企业应当按照内退计划规定，将自职工停止提供服务日至正常退休日期间、企

业拟支付的内退职工工资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一次性计人当期损

益，不能在职工内退后各期分期确认因支付内退职工工资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产生的义

务。 
企业应当按照辞退计划条款的规定，合理预计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



具体考虑下列情况。 
1.对于职工没有选择权的辞退计划，企业应当根据计划条款规定拟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

数量、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等确认职工薪酬负债。 
2.对于自愿接受裁减建议的辞退计划，由于接受裁减的职工数量不确定，企业应当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一一或有事项》规定，预计将会接受裁减建议的职工数量，根据预

计的职工数量和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等确认职工薪酬负债。 
3.对于辞退福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间期末后十二个月内完全支付的辞退福利，

企业应当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 
4.对于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间期末后十二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的辞退福利，企业

应当适用本准则关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相关规定，即实质性辞退工作在一年内实施完毕但

补偿款项超过一年支付的辞退计划，企业应当选择恰当的折现率，以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计

人当期损益的辞退福利金额。 
【例 8】甲公司是一家空调制造企业。2×14 年 9 月，为了能够在下一年度顺利实施转

产，甲公司管理层制订了一项辞退计划，计划规定，从 2×15年 1月 1日起，企业将以职工

自愿方式，辞退其柜式空调生产车间的职工。辞退计划的详细内容，包括拟辞退的职工所在

部门、数量、各级别职工能够获得的补偿以及计划大体实施的时间等均已与职工沟通，并达

成一致意见，辞退计划已于 2×14年 12月 10日经董事会正式批准，辞退计划将于下一个年

度内实施完毕。该项辞退计划的详细内容如表 3所示。 

 

表 3                                                                  单位：万元 

所属部门 职位 辞退数量（人） 工玲（年） 每人补偿 

空调车间 

车间主任副主任 10 

1-10 10 

10-20 20 

20-30 30 

高级技工 50 

I-10 8 

10-20 18 

20-30 28 

一般技工 100 

1-10 5 

10-20 15 

20-30 25 

合计  160   

2×14年 12月 31日，企业预计各级别职工拟接受辞退职工数量的最佳估计数（最可能发生

数）及其应支付的补偿如表 4所示。 

表 4 单位：万元 

所属部门 职位 
辞退数量

（人） 
工玲（年） 

接受数量

（人） 
每人补偿额 补偿金额 

空调车间 

车间主任

副主任 
10 

1-10 5 10 50 

10-20 2 20 40 

20-30 1 30 30 

高级技工 50 

1-10 20 8 160 

10-20 10 18 180 

20-30 5 28 140 

一般技工 100 
1-10 50 5 250 

10-20 20 15 300 



20-30 10 25 250 

合计  160  123  1400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有关计算最佳估计数的方法，预计接受辞退

的职工数量可以根据最可能发生的数量确定。根据表 4，愿意接受辞退职工的最可能数量为

123 名，预计补偿总额为 1400 万元，则企业在 2×14 年（辞退计划是 2×14 年 12 月 10 日

由董事会批准）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管理费用                   1400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辞退福利  14000000 

七、关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以外的其他所有职工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包括长期带薪缺勤、其他长期服务福利、长期残疾福利、长期利润分享计

划和长期奖金计划等。 
企业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应当按照设定提存计

划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符合设定受益计划条件

的，企业应当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确认和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

在报告期末，企业应当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下列组成部分： 
1.服务成本。 
2.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 
3.重新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 
为了简化相关会计处理，上述项目的总净额应计人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长期残疾福利水平取决于职工提供服务期间长短的，企业应在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确认

应付长期残疾福利义务，计量时应当考虑长期残疾福利支付的可能性和预期支付的期限；与

职工提供服务期间长短无关的，企业应当在导致职工长期残疾的事件发生的当期确认应付长

期残疾福利义务。 

八、关于职工薪酬的披露 
在资产负债表中，企业应当根据应支付的职工薪酬负债流动性，对职工薪酬负债按照流

动和非流动进行分类列报。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中的设定提存计划负债、其他长期职工福

利中的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负债、辞退福利中将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十二个月内支付的部

分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负债项下“应付职工薪酬”项目中列示。辞退福利中将于资产负

债表日起十二个月之后支付的部分、离职后福利中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中符合设定受益计划条件的净负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的非流动负债项下单独列示。 
对于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企业如在权益范围内转移这

些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金额，应当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四）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项下“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和“4.其他”项目之间增设“4.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项目（“其他”项目序号顺延）加以列示。 
（一）短期薪酬的披露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短期薪酬有关的下列信息： 
1.应当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2.应当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及其期末应付

未付金额。 
3.应当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4.为职工提供的非货币性福利及其计算依据。 



5.依据短期利润分享计划提供的职工薪酬金额及其计算依据。 
6.其他短期薪酬。 

具体披露格式如表 5 所示。涉及上述第 4、第 5 项计算依据的，还需要额外披露。 
表 5 
 
 

短期薪酬项目 本期应付金额 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其中：1医疗保险费   

2工伤保险费   

3生育保险费   

四、住房公积金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短期带薪缺勤  ．． 

七、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八、其他短期薪酬   

合计   

 
（二）离职后福利的披露 
    1.设定提存计划的披露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所设立或参与的设定提存计划的性

质、计算缴费金额的公式或依据、当期缴费金额以及期末应付未付金额。其中，设定提存计

划的当期缴费金额和期末应付未付金额的具体披露格式见表 6。 
 
表 6 
 

设定提存计划项目 当期缴费金额 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一、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失业保险费   

三、企业年金缴费   

．．．．．．   

合计   

    2.设定受益计划的披露要求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设定受益计划有关的下列信息： 
    (1）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及与之相关的风险。企业应当披露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通常

包括设定受益计划所提供的福利的性质、企业在该计划管理中的职责、国家对该类计划的监

管要求等。 
    企业应当披露设定受益计划相关的风险，即设定受益计划使企业面临的风险，并重点关

注企业特有或计划特有的异常风险，以及重要风险的集中程度。例如，如果某企业的设定受

益计划资产主要投资于房地产，则该计划可能导致企业面临集中的房地产市场风险。 
企业如有对计划的修改或结算的，还应当披露修改或结算计划的有关情况。 
    (2）设定受益计划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及其变动。企业应当披露设定受益净负债（或



净资产）及其组成部分，以及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及其组成部分的期初余额和

期末余额的调节情况。具体披露格式如表 7 所示。 
    企业不存在计划资产的，无需披露表 7 中的“设定受益义务现值”栏和“计划资产的公

允价值”栏。 
    企业存在计划资产的，应当按照计划资产的性质和风险按类别披露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

具体披露格式如表 8 所示。企业还应当说明各类计划资产是否存在活跃市场公开报价。 
表 7 

 

设定受益计划义务

现值 
计划资产公允价值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净资产）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期初余额       

二、计入当期损益的设

定受益成本 

      

1.当期服务成本       

2.过去服务成本       

3.结算利得（损失以“-”

表示） 

      

4.利息净额       

三、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设定受益成本 

      

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净资产）的重新计算 

      

1.精算利得（损失以“-”

表示） 

      

2.计划资产回报（计入

利息净额的除外） 

      

3.资产上限影响的变动

（计入利息净额的除

外） 

      

四、其他变动       

1.结算时消除的负债       

2.已支付的福利       

……..       

五、期末余额       

表 8 

计划资产的构成 
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2. 权益工具投资
①
   

(1)……..   

(2)……..   

……..   

3. 债务工具投资
②
   



(1)……..   

(2)……..   

……..   

4.   

合计   

注：①按行业类型或公司规模或地域等分类； 

②按债务工具发行人类型或信用评级或地域等分类。 

(3）设定受益计划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企业应当披露影

响设定受益计划未来缴存金额的有关筹资政策和计划、下一会计年度预期将缴存的金额，并

披露设定受益义务有关到期情况的信息，如设定受益义务的加权平均期间、对有关福利支付

的到期日分析等。 
(4）设定受益义务现值所依赖的重大精算假设及有关敏感性分析的结果。 

企业应当披露精算估计所采用的重大假设，具体披露格式如表 9 所示。 
 
表 9 

精算估计的重大假设 本期期末 上期期末 

折现率   

死亡率   

预计平均寿命   

薪酬的预期增长率   

．．．．．．   

 
企业应当按照表 9 所列的重大精算假设，披露各项重大精算假设对设定受益义务的敏感

性分析，并披露用于编制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和假设，以及有关方法的局限性。企业用于编制

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和假设如发生了变动，企业还应当披露这一事实，并说明变动的理由。 
（三）辞退福利的披露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本年度因解除劳动关系所提供辞退福利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例 9】承【例 8】，甲公司应当在 2×14年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有关辞退福利的信息如

下：本公司本年度因解除劳动关系所提供辞退福利为 1400万元，期末应付未付金额为 1400

万元。 

（四）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披露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性质、金额，及其计算依据。 

九、关于衔接规定 
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辞退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企业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采用追溯调整

法进行处理；但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本准则施行之前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