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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会计实务常用公式大全

2020 年高级会计师考试时间为 9月 6日，备考时间可谓是十分紧张，现在

的你是不是还为《高级会计实务》各种公式头疼，整理了怕整理不全，不整理又

怕考试用的时候找不到，那么为了帮助为辛苦备考高会的考生们节省精力，把更

多的时间投入到听课、做题中去，网校为大家整理了高会考试必备：《高级会计

实务》公式大全，有了它，不论是学习、做题还是考试的时候都会很方便，不用

再反复翻资料，节省了很多时间！

第一章 （无）

第二章 企业投资、融资决策与集团资金管理

1.投资决策方法

（1）非折现的回收期法。

回收期＝现金净流量累计为正值前一年的年限＋现金净流量累计为正值当年年

初未收回投资额/该年现金净流量

（2）净现值法（NPV）。

净现值=项目投产后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原始投资额现值

NPV＝ 0CF
n

1 )r1
tCF

0CF
r1
nCF

2r1
2CF

1r1
1CF

－
＝ ＋（

＝－
）＋（

＋＋
）＋（

＋
）＋（


t tn

式中：NPV 为净现值、 为各期的现金流量，r为项目的资本成本。

（3）内含报酬率法（IRR）。

内含报酬率指使项目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恰好与原始投资额现值相等的折现率。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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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表示为：

·利用插值法计算出 IRR 的近似值

举例：

IRR＝15% NPV＝ －7.24

IRR＝x NP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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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14% NPV＝7.09

注：考试会给定几组 IRR 和 NPV，只要选择 NPV 一正一负与 0临近的两组数据，

利用上面的原理计算即可。

（4）修正的内含报酬率法（MIRR）。

方法一：

说明：投资成本的终值（以“1＋修正的内含报酬率”折算）＝报酬的终值（以

“1＋资本成本率”折算）。

方法二：

说明：投资成本的终值（以“1＋修正的内含报酬率”折算）＝报酬的终值（以

“1＋资本成本率”折算）。

注：方法一与方法二原理相同，修正的内含报酬率与内含报酬率不同之处是在于

投资成本在计算终值时，一个是按资本成本率折算，一个是按内含报酬率折算，

而报酬均按资本成本率折算终值与现值。

（5）现值指数法（PI）。

现值指数是项目投产后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与原始投资额现值之比。现值指数表

示 1元初始投资取得的现值毛收益。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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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为资本成本。

（6）会计收益率法（AAR）。

会计收益率是项目寿命期的预计年均收益额与项目原始投资额的百分比。

AAR＝ %100
原始投资额

年均收益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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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决策方法的特殊应用——等额年金法

等额年金＝
年金现值系数

项目净现值

3.营业现金流量

（1）根据现金流量的定义直接计算。

营业现金流量＝营业收入－付现成本－所得税

（2）根据税后净利调整计算。

营业现金流量

＝营业收入－付现成本－所得税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折旧）－所得税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所得税＋折旧

＝税后净利＋折旧

（3）根据所得税对收入和折旧的影响计算。

营业现金流量

＝收入×（1－税率）－付现成本×（1－税率）＋折旧×税率

＝（收入－付现成本）×（1－税率）＋折旧×税率

注：公式中的税率指的是企业所得税税率。

4.项目风险与净现值法

（1）确定当量法（Certainty Equivalents，CEs）。

确定当量法就是一种对项目相关现金流进行调整的方法。项目现金流的风险越

大，约当系数越小，现金流量的确定当量也就越小。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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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t为 t年现金流量的确定当量系数，它在 0～1之间；rF为无风险利率。

（2）风险调整折现率法（RADRs）。

风险调整折现率时净现值的基本表达式为：

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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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ADRs 指风险调整后的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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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j
n

1j
jW WKK 



式中：KW——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j——第 j种个别资本成本；Wj——第 j种个

别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权数）。

6.单一企业外部融资需要量

外部融资需要量

＝满足企业增长所需的净增投资额－内部融资量

＝（资产新增需要量－负债新增融资量）－预计销售收入×销售净利率×（1－

现金股利支付率）

＝（销售增长额×资产占销售百分比）－（负债占销售百分比×销售增长额）－

[预计销售总额×销售净利率×（1－现金股利支付率）]

＝（A×S0×g）－（B×S0×g）－P×S0×（1＋g）×（1－d）

式中：A、B分别为资产、负债项目占基期销售收入的百分比；S0为基期销售收

入额；g为预测期的销售增长率；P为销售净利率；d为现金股利支付率。

7.融资规划与企业增长率预测

（1）内部增长率。

外部融资需求＝（A×S0×g）－[P×S0×（1＋g）×（1－d）]＝0

g（内部增长率）＝
)d1PA

)d1P
－（－

－（

g（内部增长率）＝
)d1ROA1

)d1ROA
－（－

－（

其中：ROA 为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即税后净利/总资产）。

（2）可持续增长率。

S0×（1＋g）×P×（1－d）＋S0（1＋g）×P×（1－d）×D/E＝A×S0×g

g（可持续增长率）＝
）＋－（－

）＋－（

E/D1)(d1PA
E/D1)(d1P

g（可持续增长率）＝
）－（－

）－（

d1ROE1
d1ROE

式中：ROE 为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净利/所有者权益总额），其他字母含义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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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融资方式决策

（1）配股。

配股除权价格

（2）增发。

定向增发的定价：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90%

其中：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前总股本×20%

（3）可转换债券。

转换价值＝转换比率×股票市价

赎回溢价＝赎回价格－债券面值

9.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与管理

（1）EBIT－EPS（或 ROE）无差别点分析法。

公司每股收益＝（EBIT－利息）×（1－所得税税率）/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2

2

1

1

N
)T1)(IEBIT(

N
)T1)(IEBIT( 




（2）资本成本比较分析法。

权益价值（E）＝
eK

T1IEBIT ）－（）－（ 

公司价值（VL）＝B（债务价值）＋E（权益价值）

10.企业集团外部融资需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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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外部融资需要量＝∑集团下属各子公司的新增投资需求－∑集团下属

各子公司的新增内部留存额－∑集团下属各企业的年度折旧额

第三章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1.预算目标的确定方法

（1）利润增长率法。

目标利润＝上期利润总额×（1＋几何平均增长率 g）

（2）比例预算法。

①营业收入利润率。

目标利润＝预计营业收入×测算的营业收入利润率

②成本利润率。

目标利润＝预计营业成本费用×核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

③投资报酬率。

目标利润＝预计投资资本平均总额×核定的投资资本回报率

（3）上加法。

企业留存收益＝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净利润＝本年新增留存收益÷（1－股利分配比率）＝本年新增留存收益＋股利

分配额

目标利润＝净利润÷（1－所得税税率）

（4）本量利分析法。

目标利润＝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预计营业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预计产品销售量×（单位产品售价－单位产品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2.弹性预算法

公式法下弹性预算的基本公式为：

预算总额＝固定基数＋ 预计业务量）定额（与业务量相关的弹性

第四章 企业绩效评价

1.绩效评价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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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体系综合计分方法。

①功效系数法。

绩效指标总得分＝单项指标得分

单项指标得分＝本档基础分＋调整分

本档基础分＝指标权重×本档标准系数

调整分＝功效系数×（上档基础分－本档基础分）

上档基础分＝指标权重×上档标准系数

功效系数＝
值上档标准值－本档标准

实际值－本档标准值

②综合指数法。

绩效指标总得分＝ 该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单项指标评价指数

（2）单项指标计分方法——比率法。

某项比率得分值＝A/B×100%×权重分数

其中：A为实际完成值；B为考核评价目标值。

2.关键绩效指标的类型——结果类指标

（1）投资资本回报率。

投资资本回报率＝ %1001



投资资本平均余额

支出－所得税税率）＋利息（税前利润

投资资本平均余额＝
2

资资本期初投资资本＋期末投

投资资本＝有息债务＋所有者（股东）权益

（2）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3）经济增加值回报率。

经济增加值回报率＝经济增加值/平均资本占用×100%

（4）息税前利润。

息税前利润＝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5）自由现金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付现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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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平均资本占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实施方案》及《中央企业负责人经济增加值

考核实施方案》中明确了经济增加值的考核规则：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

＝税后净营业利润－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

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发开发费用调整项）×（1－25%）

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带息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平均资本成本率＝债权资本成本率×平均带息负债/（平均带息负债＋平均所有

者权益）×（1－25%）＋股权资本成本率×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带息负债＋

平均所有者权益）

第五章 （无）

第六章 企业成本管理

1.变动成本法在短期经营决策中的应用

在变动成本法下：

产品成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变动制造费用

在完全成本法下：

产品成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全部制造费用

2.标准成本法

（1）成本标准。

①直接材料标准成本＝单位产品的标准用量×材料的标准单价

②直接人工标准成本＝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小时标准工资率

③变动制造费用项目标准成本＝变动制造费用项目的标准用量×变动制造费用

项目的标准价格

④固定制造费用总成本＝ 成本固定制造费用项目标准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预算总工时

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固定制造费用总成本×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

（2）成本差异分析。

①直接材料成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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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材料成本差异＝实际成本－标准成本

＝实际耗用量×实际单价－标准耗用量×标准单价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直接材料价格差异＋直接材料数量差异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实际耗用量×（实际单价－标准单价）

直接材料数量差异＝（实际耗用量－标准耗用量）×标准单价

②直接人工成本差异。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实际成本－标准成本

＝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标准工资率）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实际工时－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③变动制造费用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实际工时×（实际分配率－标准分配率）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实际工时－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其中，实际数量（工时）＝实际产量×实际单位消耗量（工时）

标准数量（工时）＝实际产量×标准单位消耗量（工时）

④固定制造费用差异。

固定制造费用项目成本差异＝固定制造费用项目实际成本－固定制造费用项目

标准成本

3.传统本量利分析模型

利润＝（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售量－固定成本

保利产量＝（利润＋固定成本）/（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4.目标成本法

产品目标成本＝产品竞争性市场价格—产品的必要利润

第七章 企业并购

1.并购收益、并购净收益

并购收益＝并购后整体企业价值—并购前并购企业价值—并购前被并购企业价

值

并购净收益＝并购收益—并购溢价—并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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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并购溢价＝并购价格—并购前被并购企业价值

2.并购价值评估方法——收益法

（1）预测未来的现金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营业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支出＋营运资金增加

额）

税后净营业利润＝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税率）

息税前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1－折扣和折让）－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2）选择合适的折现率。

deWACC r)DE/(Dr)DE/(Er 

式中：rWACC为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E为企业权

益的市场价值；re为股权资本成本；rd为债务资本成本。

·rd＝r×（1－T）

式中：r为借款利率或者债券票面利率；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

·式中的 re可采用如下两种方式计算：

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rr(rr fmfe

式中：re为股权资本成本；rf为无风险报酬率；rm为市场投资组合的预期报酬率；

（rm－rf）为市场风险溢价；β为市场风险系数。

·β系数的调整公式：

式中：β1为负债经营的β系数；β0为无负债经营的β系数；T为企业所得税税

率；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E为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

②股利折现模型。

 


1t

t
et0 )r1/(DP

·当假定每年股利不变时，计算公式如下：re＝D0/P0

式中：D0为当年股利额；P0为普通股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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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假定股利以不变的增长速度增长时，计算公式如下：re＝D1/P0＋g

式中：D1为预计的年股利额；P0为普通股市价；g为普通股股利年增长率。

（3）预测企业价值。

n
WACC

n

1t

t
WACCt )r1/(TV)r1/(FCFV  



式中：V为企业价值；FCFt为确定预测期内第 t年的自由现金流量；rWACC为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TV 为预测期末的终值；n为确定的预测期。

)gr/()g1(FCFgr/FCFTV WACCnWACC1n   ）（

式中：TV 为预测期末的终值；FCFn＋1为计算终值那一年的自由现金流量；FCFn为

预测期最后一年的自由现金流量；rWACC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g为计算终值那一

年以后的自由现金流量年复利增长率。

3.并购价值评估方法——市场法

（1）可比企业分析法。

①基于市场价格的乘数。

市盈率（P/E）

价格对收入比（P/R）

价格对净现金流量比率（P/CF）

价格对有形资产账面价值的比率（P/BV）。

②基于企业价值的乘数。

EV/EBIT

EV/EBITDA

EV/FCF

其中，EV 为企业价值，EBIT 为息税前利润，EBITDA 为息税折旧和摊销前利润，

FCF 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2）可比交易分析法。

税后利润

并购者支付价格
收益比支付价格 /

净资产价值

并购者支付价格
账面价值倍数＝

股票的市场价值

并购者支付价格
市场价值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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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并购支付方式——股权支付方式

确定换股比例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1）每股净资产之比。

换股比例＝被并购企业当前的每股净资产/并购企业当前的每股净资产

（2）每股收益之比。

换股比例＝被并购企业当前的每股收益/并购企业当前的每股收益

（3）每股市价之比。

换股比例＝被并购企业当前的每股市价/并购企业当前的每股市价

5.企业合并会计

（1）合并成本（非同控）＝支付价款或付出资产的（含税）公允价值＋发生或

承担的负债的公允价值＋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2）发行债券或股权的公允价值＝筹资总额－筹资费用

（3）涉及或有对价的非同控合并成本＝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或有对价

（4）合并商誉＝企业合并成本－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考

虑所得税后）的份额

（5）合并报表当期的处置投资收益＝[（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剩余股权公允价

值）－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原持股比例]－商誉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原持股比例

（6）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的合并成本【20%（权益法）→60%（成

本法）】＝原持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新增投资成本公允价值

（7）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的合并成本【5%（金融资产）→60%

（成本法）】＝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公允价值＋新增投资成本公允价值

（8）初始投资成本（同控）＝合并日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的份额＝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母公司%＋原母公司在合并报表确认的商誉

（9）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同一控制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同控）

＝涉及或有对价的同一控制初始投资成本

注：三种方式的初始投资成本确认方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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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购买日子公司可

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子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子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或

—）子公司其他综合收益＋（或—）子公司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11）因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增资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而计入资本公积金额＝增资

后子公司账面净资产×母公司增资后持股比例－增资前子公司账面净资产×母

公司增资前持股比例

第八章 金融工具会计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整体

转移形成的损益＝因转移收到的对价－所转移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原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利得（或损失）

2.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整体转移形成的留存收益＝因转移收到的对价－所转移金融资产账面

价值±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利得（或损失）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处置时影响投资收益金额

＝公允价值－账面价值

4.摊余成本计算公式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应当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确定：

①扣除已偿还的本金。

②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

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

③扣除累计计提的损失准备（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5.利息计算公式

应收利息＝面值×票面利率

企业应当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没有扣除减值准备前的金额）×实际利率

但下列情况除外：

①对于购入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自初始确认起，按照

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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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利息收入＝摊余成本×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②对于购入或源生的未发生信用减值、但在后续期间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

资产，企业应当在后续期间，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

利息收入。

即：利息收入＝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企业按照上述规定对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运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收入的，若该

金融工具在后续期间因其信用风险有所改善而不再存在信用减值，并且这一改善

在客观上可与应用上述规定之后发生的某一事件相联系（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被

上调），企业应当转按实际利率乘以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来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6.股票期权费用计算公式

权益结算：当年确认费用＝（授予总人数－累计已离职人数－预计离职人数）×

每人授予期权份数×授予日公允价值×累计服务年限/预计服务年限－已确认费

用

现金结算：当年确认费用＝（授予总人数－累计已离职人数－预计离职人数）×

每人授予现金股票增值权份数×负债日公允价值×累计服务年限/预计服务年限

－已确认费用

第九章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与内部控制

1.预算收入和支出完成率，衡量事业单位收入和支出总预算及分项预算完成的程

度。

计算公式为：

预算收入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年初预算数±年中预算调整数）×100%

其中，年终执行数不含上年结转和结余收入数。

预算支出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年初预算数±年中预算调整数）×100%

其中，年终执行数不含上年结转和结余支出数。

2.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占事业支出的比率，衡量事业单位事业支出结构。

计算公式为：

人员支出比率＝人员支出÷事业支出×100%

公用支出比率＝公用支出÷事业支出×100%

3.人均基本支出，衡量事业单位按照实际在编人数平均的基本支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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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

人均基本支出＝（基本支出－离退休人员支出）÷实际在编人数

4.资产负债率，衡量事业单位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开展业务活动的能力，以及反

映债权人提供资金的安全保障程度。

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5.支出增长率，衡量行政单位支出的增长水平。

支出增长率＝（本期支出总额÷上期支出总额－1）×100%

6.人均开支，衡量行政单位人均年消耗经费水平。

人均开支＝本期支出数÷本期平均在职人员数×100%

7.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衡量行政单位的支出结构。

项目支出比率＝本期项目支出数÷本期支出总数×100%

8.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衡量行政单位的支出结构。

人员支出比率＝本期人员支出数÷本期支出总数×100%

公用支出比率＝本期公用支出数÷本期支出总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