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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

在河南联通公司赠送业务的应用

张淑雯 魏修建 李瑞■

摘  要：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促使电信行业开始重新评估自身的业务特性，尤其是对于用户获取、维系等过程中
常用的赠送业务经营模式，其收入确认方式及账务处理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分析了“五步法”模型在河南联通公

司的权益产品赠送业务和实物产品赠送业务中的具体应用，并提出了河南联通公司针对收入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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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的实施对河南联通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省属分公

司）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收入确认方面，其影响主要包

括多重履约义务价格分摊、赠送业务的处理、重大融资成分的

处理、收入总额或净额计收的判断、光猫及 IPTV 等固网终端

设备的处理等事项。由于赠送业务是河南联通公司在用户获

取、维系等过程中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本文拟以赠送业务处

理为例，分析新收入准则的具体应用思路。

一、新收入准则下赠送业务的会计处理

河南联通公司的赠送业务主要是指各类客户办理移动通

信业务和固定通信业务（主要为宽带业务）时，公司为了拓宽

和维系各类市场用户赠送权益产品和实物产品的业务，因此，

可以将赠送业务分为权益产品赠送业务和实物产品赠送业务。

（一）新收入准则下权益产品赠送业务会计处理

权益产品主要是指各类 APP 或软件等会员待遇产品，主

要有视频类、音乐类、阅读类、音频类、教育类、健康类，如

腾讯视频 VIP 会员月卡、优酷视频 VIP 会员月卡、爱奇艺黄金

VIP 会员月卡等。在新收入准则下，河南联通公司应采用“五

步法”模型，按照“识别客户合同—— 识别履约义务—— 确定

交易价格—— 分摊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五步骤对权益产品

赠送业务收入进行确认和计量。

1. 识别客户合同。通常情况下，用户与河南联通公司签订

的合同中会明确规定基于特定合同、特定套餐和特定产品免费

赠送权益产品或以低于结算价的价格销售权益产品，其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场景 ：用户充值、购买业务、承诺在网、承诺低消、

承诺升档等条件下赠送或折价单独销售权益产品，此类情形为

权益产品赠送合同。此时，公司需要明确该类合同、套餐以及

产品的特定性。如果其客户与具体履约义务相关性不强，具有

普惠性或临时性，则不适用该收入确认原则，赠送金额或折扣

优惠可直接计入销售费用。

2. 识别履约义务。权益产品赠送业务通常是用户在办理各

类移动网络套餐过程中所产生的，本质上为附有客户额外购买

选择权的销售，同时，权益产品能够让用户享受超越其他同类

客户享有的折扣（比如视频类会员的影片无需付款等），因而

该选择权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利，应当作为单项履约义务。因

此，权益产品赠送业务包含的履约义务主要分为通信服务业务

以及权益产品服务。河南联通公司需要从赠送当期或者激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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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当期，识别其所包含的履约义务。

3. 确定交易价格。权益产品是第三方企业的产品，它的结

算价格为企业应付客户对价，需要将其考虑在权益产品赠送业

务的交易价格中，因此，权益产品赠送业务的交易价格为在赠

送当期或用户激活权益当期，以其结算价格（或折扣优惠）冲

减主营业务收入的价格。

4. 分摊交易价格。权益产品赠送业务中包含多个服务，需

要将其收入按照通信服务和权益产品服务进行分摊。由于只

有签订此类合同的用户才有权利选择是否按月续约，而且每

笔业务的区分在实务操作中较为困难，尤其无法判定用户是

否在合同履约期间进行权益产品兑换，因此采取简化处理原

则，直接按权益产品采购价格抵减主营业务收入，无需在权益

产品业务与通信业务之间分摊。

5. 确认收入。按照简化处理的原则，对于基础语音业务、

数据接入服务业务应按月分别确认收入，同时应根据每月报表

“主营业务收入—— 权益赠送”科目余额按比例分摊至基础语

音业务收入和数据接入服务收入中，每个截止期末上交集团公

司进行统一测算并调整需要递延到以后期间的金额。

6. 示例。

（1）河南联通公司推出一项业务 ：充值 100 元，赠送一个

月腾讯视频 VIP 会员。其中该权益产品的结算价 12 元。在不考

虑增值税的情况下，具体账务处理如下（单位 ：元，下同）： 

借 ：营业款结算                                                                    100 

        贷 ：预收账款—— 用户预存款                                         100

借 ：主营业务收入—— 用户权益赠送—— 其他用户权益赠送

                                                                                                  12

        贷 ：应付账款                                                                       12

（2）河南联通公司推出 ：购买爱奇艺定向流量包（价值 20

元），赠送一个月爱奇艺黄金 VIP 会员 ；或购买爱奇艺定向流量

包与爱奇艺黄金 VIP 会员捆绑产品（价值 20 元）。其中该权益

结算价 12 元。在不考虑增值税的情况下，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借 ：营业款结算                                                                      20

        贷 ：主营业务收入—— 手机接入                                       20

借 ：主营业务收入—— 用户权益赠送—— 其他用户权益赠送

                                                                                                  12

        贷 ：应付账款                                                                       12

（3）河南联通公司为了维系用户，推出用户承诺在网、低

消或升档，赠送优酷视频VIP会员月卡，权益产品结算价12元。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

借 ：主营业务收入—— 用户权益赠送—— 其他用户权益赠送 

                                                                                                  12

        贷 ：应付账款                                                                       12

（二）新收入准则下实物产品赠送业务会计处理

河南联通公司实物产品赠送业务是基于特定合同、特定套

餐或特定产品免费赠送实物。其实物产品主要包括 IPTV 机顶

盒、路由器等产品。例如河南联通公司对于当前智慧家庭（光

纤宽带 + 智慧 TV+ 沃家神眼 + 沃家固话）的新用户，将免费赠

送 IPTV 机顶盒和路由器等实物产品。由于不同实物产品的价

格相差较大，因此应分情况进行账务处理。

1. 实物赠送金额占收入较小。当实物赠送金额占合同收入

较小时，根据简化处理原则，按实物采购金额冲减主营业务收

入，同时将进项税认证后做转出处理。

2. 实物赠送金额占合同收入较大。当实物赠送金额占合同

收入较大时，需要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对收入分步骤进行

确认，具体如下 ：

（1）识别客户合同。河南联通公司对于实物赠送业务的合

同，需要判断两点 ：其一，是否为特定合同、特定套餐或特定

产品 ；其二，其实物赠送金额是否占合同收入较大。通常情况

下，此类赠送的实物产品为 IPTV 机顶盒、路由器等产品。

（2）识别履约义务。根据实物赠送业务合同约定，其主要

包括两大类履约义务，即通信服务业务以及销售商品业务。通

信服务业务中可能还包括基础语音业务、移动数据接入服务等

履约义务。

（3）确定交易价格。河南联通公司在确认交易价格时，通

常根据合同中所明确的价款进行确认，如用户所需要缴纳的预

存款项、按月缴纳的套餐费的合计数，如有分月返还金额应进

行扣除。

（4）分摊交易价格。由于实物赠送金额占比较大，同时合

同中不仅包括通信服务还包括销售商品服务，因此根据合同中

的交易价格，对需要履行的通信服务义务及实物赠送义务按照

各自的单独售价进行分摊，并确认相应收入，同时将实物产品

成本进行结转，计入其他业务成本。如果通信服务中包含基础

语音业务、移动数据接入服务，应对通信服务按照单独售价进

行第二次分摊。

（5）确认收入。对于通信服务业务而言，应按时段确认收

入，即按月分别对各类通信服务确认收入，其确认的价格为按

月分摊的价格 ；对于销售实物商品而言，应按时点确认收入，

即在实物控制权转移给用户时确认收入。

3. 具体示例。

河南联通推出智慧家庭（光纤宽带 + 智慧 TV+沃家神眼 +

沃家固话）服务（每月价值 72 元），用户办理一年该项服务，将

赠送 IPTV 机顶盒（价值 169 元）和路由器（价值 169 元）。在不

考虑增值税情况下，由于实物赠送金额占比较大，需要对交易

价格进行分摊，分摊的比例按照各自单独售价占比计算，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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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务收入分摊比例 ：（72×12）÷（72×12+169+169）=71.88%，

IPTV 机顶盒收入分摊比例 ：169÷（72×12+169+169）=14.06%，

路由器收入分摊比例 ：169÷（72×12+169+169）=14.06%。因

而，按照各业务确认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第一个月通信服务收

入确认金额 =72×12×71.88%/12=51.75（元）；IPTV 机顶盒收

入确认金额 =72×12×14.06%=121.48（元）；路由器收入确认

金额 =72×12×14.06%=121.48（元）。因此，第一个月账务处理

如下 ：

借 ：营业款结算                                                                    864

        贷 ：预收账款—— 用户预存款                                         864

借 ：预收账款—— 用户预存款                                          51.75

        贷 ：主营业务收入—— 宽带接入                                   51.75

借 ：预收账款—— 用户预存款                                        242.96

        贷 ：其他业务收入—— 销售通信产品—— PTV 机顶盒

                                                                                                 121.48

                                                                       —— 路由器      121.48

借 ：其他业务成本—— 销售通信产品—— IPTV 机顶盒   169

                                                                —— 路由器            169

        贷 ：库存商品—— IPTV 机顶盒                                        169

                                —— 路由器                                                  169

（三）其他情形

河南联通公司在赠送业务的过程中，除了针对特定合同、

特定套餐、特定用户外，可能会存在不针对特定用户的赠送，

或与特定用户的特定合同无关的赠送。例如，当赠送是对特定

用户时，该赠送不与该特定用户的合同相关，即同时满足用户

入网协议里不包含达到条件即赠送等、用户不对公司赠送抱有

预期、公司不得因赠送要求用户有任何承诺等内容。此类赠送

业务无论是权益产品还是实物产品，都不能满足新收入准则中

对于获取相应产品和服务控制权的规定，即此类赠送业务无

法让公司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因此不能作为收入进行确认，

赠送金额或折扣优惠应直接计入营业费用下的用户维系成本。

如 ：河南联通公司若向与特定合同无关的用户赠送网易云音

乐黑胶 VIP 会员月卡，该月卡结算价格为 12 元。具体账务处理

如下 ：

借 ：营业费用—— 用户维系成本                                          12

        贷 ：应付账款                                                                       12

二、新收入准则下河南联通公司收入管理应采取的

措施

（一）加强合同管理

新收入准则实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对用户合同进行识别。

因此，全面、系统、良好的合同管理制度成为新收入准则实施

的基础。尤其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应构建合同风险预判预防

机制，针对合同的全生命周期，在签约前对不同合同的关键风

险点、风险等级进行充分评估，找到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做

到对合同风险提前预判预防，同时优化合同的审签过程，降低

合同风险。

（二）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新收入准则中包含大量会计估计与会计判断，例如用户额

外购买选择权的重大性、实物赠送业务中实物占合同金额的重

大性、合同的特定性等，这些判断都可能会导致会计估计出现

差错。因而，应对财务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指导，同时邀请前端

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共同明确各项合同中的履约义务，从而提

高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

（三）构建业财融合收入管理体系

新收入准则将契约理论作为基础，体现了合同在收入确认

和计量环节的重要性，同时将收入的确认与计量追溯到合同订

立的业务阶段，实现了收入确认与交易全过程的协同。可见，

新收入准则具有业财融合的理念特点。因此，公司需要构建业

财融合的收入管理体系，优化收入管理系统，打破账单管理系

统与财务系统之间的边界，将合同中的各项履约义务与账单结

合，细化用户、合同、业务等方面的数据，有针对性地进行收

入的精细化管理，从而提升收入管理的质量。

（四）提高内部监管力度

对企业内部进行有力的监管，才能保障新收入准则的落地

与实施。公司应结合“五步法”模型，建立各个步骤的监控点，

对整个收入确认过程进行相应的监管。同时，从行为维度构建

收入管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实现收入确认的全方位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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