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中级会计实务教材变动对比表

2020 年教材 2021 年教材 备注

章节
页

码
内容 页码 内容

第三章

第二节
P37

企业生产车间和行政管理部门等发生

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后续支出计入

管理费用

P37

倒数第 11 行“企业行政管理部

门等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

等后续支出计入管理费用”

“生产车间”删除

第五章

第二节
72

成本法减资到权益法下的例题【例

5-21】第 2 小步下的分录删除，即：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

整 10 000 000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800 000

利润分配—未 分 配 利 润

7 200 000

投资收益

2 000 000

72 删分录，整体无影响

第六章

第三节

82

页

按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贷记或借记“利润分配——未分

配利润”“盈余公积”等科目。

82
按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表述变化，无实质变动

第十一章

第二节

186
履约进度=15000000÷

40000000=37.5%
186

履约进度=15000000÷40000000

×100%=37.5%

【例 11-20】中计算履约进

度的公式，全部增加“×

100%”

206 八、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206 八、无须退回的初始费
第 11 章收入中，“无需”

全部修改为“无须”

第十二章

第一节
209 二、关于政府补助的分类 209 二、政府补助的分类 删红字

第十三章

第一节

221 （二）合同负债下面第二段中的：

未来期间无需纳税

221 （二）合同负债下面第二段中

的：

未来期间无须纳税

改红字，无影响

222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下面一段

开头：

该差异在未来……

222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下面

一段开头：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

改红字，无影响

223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下面一段

开头：

该差异在未来……

223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下面

一段开头：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未来……

改红字，无影响

第十三章

第二节

228 【例 13-14】中：

……按照税法规定，……

228 【例 13-14】中：

……假定按照税务要求，……

改红字，无影响

第十五章

第四节

P28

0

倒数第三行 借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

P280倒数第三行 借记“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错误更正

第十六章

第一节
324

第十三行：

……这两类信息与其他信息客观地加

以区分。

324

第十三行：

……这两类信息与其他信息应

客观地加以区分。

添字，无影响



第十七章

第二节

336

甲公司于 2×14 年 12 月 31 日按预期

信用损失法为该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 800000 元。2×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项目的金

额为 4000000 元，其中 1200000 元为

该项应收账款。甲公司于 2×l5 年 2

月 3 日（所得税汇算清缴前）收到人

民法院通知，乙公司已宣告破产清算，

无力偿还所欠部分货款。甲公司预计

可收回应收账款的 40%。

336

甲公司于2×14年 12月 31日按

预期信用损失法为项应收账款

升提坏账准备 100000 元。2×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上“应

收账款”项目的金额为 4000000

元，其中 1900000 元为该项应收

账款。甲公司于 2×15 年 2 月 3

日（所得税汇算清缴前）收到人

民法院通知，乙公司已宣告破产

清算，无力偿还所欠部分货款。

甲公司预计可收回应收账款的

60%。

对例题【17-5】错误条件

进行勘误

337

甲公司原按预期信用损失法对应收乙

公司账款计提了 800000 元的坏账准

备，按照新的证据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为 1200000 元（2000000×60%)，差额

400000元应当调整2×14年度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的数字。

337

甲公司原按预期信用损失法对

应收乙公司账款计提了 100000

元的坏账准备，按照新的证据应

计提的坏账准备为 800000 元

（2000000×40%),差额 700000

元应当调整 2×14 年度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的数字。

对例题【17-5】错误条件

进行勘误

339 调增库存商品 2000000 元 339 调增存货 2000000 元 对例题【17-6】进行勘误

339 所有者权益表项目的调整 339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的调整 更严谨

第十八章

第二节
364

倒数第四段：

……政府单位按照后续支出的金额，

在财务会计中，借记“无形资产”科

目[无须暂停摊销的]或“在建工程”

科目[需暂停摊销的]……

364

倒数第四段：

……政府单位按照后续支出的

金额，在财务会计中，借记“无

形资产”科目[无须暂停摊销的]

或“在建工程”科目[需暂停摊

销的]……

改红字，无影响

第十九章

第二节
381

（一）捐赠收入的概念 下面三处的

“区分开来”

2.捐赠是自愿地转让资产或者清偿或

取消负债，从而将捐赠与纳税、征收

罚款等其他非交换交易区分开来；

1.应当将捐赠与受托代理交易等类似

交易区分开来；

3.应当将政府补助收入与捐赠收入区

分开来，分别核算和反映。

381

（一）捐赠收入的概念 下面三

处的“区分开”

2.捐赠是自愿地转让资产或者

清偿或取消负债，从而将捐赠与

纳税、征收罚款等其他非交换交

易区分开；

1.应当将捐赠与受托代理交易

等类似交易区分开；

3.应当将政府补助收入与捐赠

收入区分开，分别核算和反映。

将“区分开来”改为“区

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