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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focus questions studi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bou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the 

writer adopts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defines the rang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confirms the accounting 

goal. It has been explained tha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in our country should adopt the accounting mode of the fund for 

special use. Which system tha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in our country belongs to is summarized. The paper ha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designing the accounting criterion syste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e problems tha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in our country exist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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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会计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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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国内外对非营利组织会计研究的焦点问题，笔者采用比较分析法，界定了非营利组织的范围，确定了我国非营利

组织会计目标，阐述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应采取专用基金会计模式，综述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归属体系问题，提出了设计非营利

组织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想, 分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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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营利组织的界定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根据与营利组织的对比, 将

非营利组织定义为“符合以下特征的实体：(1)该实体从捐赠

者处获得大量的资源, 但捐赠者并不因此而要求得到同等

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2)该实体经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

取利润；(3)该实体不存在营利组织中的所有者权益问

题。”[1]非营利组织的范围非常广泛, 既包括大型组织，如

美国红十字会, 也包括小型组织, 如宗教组织、卫生和福利

机构、教育机构等，非营利组织的特征是非营利组织的“志

愿性”、“公益性”[2]。 

我国《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指出

民间非营利组织应符合以下条件：不以营利为目的；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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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非营利组织一旦进行清算，清算

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3]。此定义

借鉴了美国的定义，且更加突出了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目

的。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可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 资财

供应者不图回报, 其剩余资财不存在明确的所有者权益的

组织或单位。非营利组织包括公立非营利组织和民间私立

非营利组织，具体包括社会团体、卫生和福利机构、教育

机构、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2. 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 

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是指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信息的

目标, 或财务报表目标。西方明确提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会计的具体目标, 而我国对此没有作具体规定。我国目

前的预算会计规范主要针对具体业务的会计处理, 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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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发布公告就预算会计目标作出完整的阐述。因此, 研

究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2.1 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的研究成果 

西方国家的研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谁是财务信

息使用者。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使用者一般可分为立法机

关或其他统治团体、公众、投资者、贷款人、其他非营利

组织、其他资源提供者及管理人员等。（2）他们需要什么

样的信息。财务信息使用者一般需要管理的信息、财务状

况信息、业绩信息以及经济影响的信息等。（3）财务报告

能够提供什么信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

《非营利组织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中指出，非营利组织

会计报告的基本目标就是向资财供给者和其他信息使用

者，在分配资财给非营利组织做出合理决策时提供有用信

息；另一方面，提供管理人员如何履行经管责任的信息[4]。

并围绕经管责任列示了七项具体目标：财务报告应向现在

和潜在的资财供给者和其他用户，在分配资财给非营利组

织做出合理决策时提供有用信息；提供有助于评估某一非

营利组织所供服务及其持续提供这些服务能力的信息；提

供为评估某一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履行其操持经营责任

和其他方面业绩有用的信息；提供关于某一非营利组织的

经济资源、债务和净资产，以及各种交易事项对这些方面

变动的影响的信息；提供报告期内的业绩信息；提供如何

获取和使用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借款及其偿还，以及可

能影响资产流动性的信息；应当列示有助于使用者理解财

务信息的说明和解释。 

2.2 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的确定 

根据我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 考虑并借鉴

国外有关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的研究成果, 可以确定我国

的非营利组织会计目标：（1）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应为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国家各级审计机关、服务对象、

纳税人、资源捐赠者、财政部门和上级单位提供财务信息。

（2）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主要信息包

括：资财分配使用的信息、估价劳务和评价劳务能力的信

息、评估管理当局业绩和经营责任的信息, 以及关于经济

资源、债务、净资产及其变动的信息等。（3）我国非营利

组织的财务报告应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基建投

资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资产负

债表反映非营利组织某一时日拥有的资产和承担债务的情

况；收入支出表反映非营利组织在某一时期的收入和支出

以及收支相抵后结余的情况；基建投资表反映各方面投入

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效益[5]；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

情况说明书是对上述报表的补充和说明。可见，在会计的

根本目标方面, 非营利组织会计和政府会计、企业会计是

有共性的, 但在具体内容上, 仍有较大的差别。 

3.  非营利组织专用基金会计模式 

3.1 非营利组织专用基金会计模式 

从国外非营利组织会计模式分析，非营利组织的财务

资源主要来自外部的捐赠，也有政府拨款，由于这些财务

资源的捐赠人可能规定财务资源的特定用途或限制条件，

使非营利组织承担了一定的受托经济责任，英美等国建立

了与财务资源相适应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计模式。美国的

政府会计和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都采取基金会计模式[6]。

其特点是每一类“基金”都是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拥有自

己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或支出、基金余额[7]。每一

种基金各自形成一套自动平衡帐户，优点是可以达到控制

和检查限定资源的使用是否符合法律和行政的要求，但缺

点是基金种类多会使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都比较复杂，各

基金之间的转帐也比较复杂，且各项基金不能调剂使用，

使单位财力形成浪费。 

我国不宜照搬国外的基金会计模式，应结合我国过去

专用基金核算经验，吸收国外基金会计模式的精髓，建立

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专用基金会计模式。国有非营利组织

和私立非营利组织都具有公共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均

可采用专用基金会计模式，考虑到它们各自偏重的属性不

同，所设置的基金种类也不同。每一专用基金并非是独立

的会计主体，每一个非营利组织才是独立的会计主体和报

告主体。采取这种会计模式，既发挥了国外基金会计模式

的长处，又没有国外基金会计模式的繁琐，符合我国国情。 

非营利组织会计中的净资产一般由各种基金余额(FB：

Fund Balance)构成，基金(Fund)在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中有

着特定的含义, 基金可由法律条款、契约等来建立, 也可由

特别捐款来建立。基金通常由一个基金群(Fund Groups)来

构成, 基金群(Fund Groups)分为一般基金(未受限制的基

金)(General Fund)、限制基金(Restricted Fund)、留本基金

(Endowment)，限制基金又分为特殊目的(Specific Purpose)、

时 间 限 制 (Time Restricted) 、 厂 房 重 置 和 扩 充 (Plant 

Replacement and Expansion)。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主

体一般可包括三类：（1）永久限定用途基金。即非营利组

织在使用这些资金时，要永久受提供者所附条件的限制；

（2）暂时限定用途基金。非营利组织在使用这些资金时，

要受提供者所附条件的限制，但所附条件是暂时的；（3）

未限定用途基金。非营利组织在使用这些资金时，不受提

供者所附条件的限制，只受来自组织的性质、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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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业务过程中订立的合同协议等的约束。将基金作为非

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的主体，充分体现了基金提供者的意愿，

也体现了非营利组织在资源管理上的重要特点——专款专

用。但是，非营利组织在对外提供财务报表时，必须以非

营利组织掌管的全部基金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报告。  

3.2 我国非营利组织基金会计模式构建的基本思路 

按照《会计法》和《预算法》的要求, 借鉴外国政府

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改革的实践, 制

定基金会计准则或制度, 以规范基金会计核算, 实现非营

利组织的基金会计模式。实现这一目标, 可分两步完成：

一是以法规制度规范基金会计。即在现有预算会计模式运

行下, 制定“基金管理办法”和“基金会计制度”, 对基金从

管理和核算两个方面予以规范，明确基金的种类、原则、

基金会计要素、会计基础、核算程序和方法、基金会计报

表的编制等内容。目前采用这种模式比较符合实际, 关于

核算主体问题, 可将基金作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大会计主

体”下的“小会计主体”来处理。二是以准则规范基金会计。

即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框架, 明确基金会计的规

范要求, 实现非营利组织基金会计模式, 与国际会计惯例

相协调。 

4.  非营利组织会计应归属的体系 

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已逐步走向市场, 其资金来源已

日趋多元化，自筹资金在其资金来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我国所有非营利组织仍统一执行由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制

度，这种对各类非营利组织不加区分的会计制度, 已不适

应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需要。美国私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尽管

原则上执行 FASB 发布的会计准则[8], 但 FASB 至今并未

为其制定一套符合其实际情况的会计准则, 在美国, 政府

会计与企业会计显然分属于两大会计体系, 但非营利组织

会计应当归属于哪个会计体系或者是否应当独立成为一个

会计体系也成了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关于非营利组织会计

归属体系问题也有一些争论。 

4.1 非营利组织会计应归属于预算会计（政府会计）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一直属于

预算会计体系，如果分离出去, 会打乱中国多年来建立起

来的预算管理体系。 

4.2 非营利组织会计应当归属于企业会计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面向社会, 

走向市场, 减员增效, 减拨经费, 三年到位”，以及非营利组

织也需要“自负盈亏”，非营利组织的经济效益指标将越来

越重要，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也将逐渐从以核算预算执

行情况为主转向全面核算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经济效益为

主。企业会计中的诸多原则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

收入实现原则等也将越来越多地适用于非营利组织，非营

利组织会计将逐渐向企业会计靠拢, 而不是向预算会计靠

拢。 

4.3 非营利组织会计应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体系 

非营利组织会计既不应归属于企业会计体系, 也不应

归属于预算会计体系，即企业会计、预算会计(或政府会计)、

非营利组织会计各自成一体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非

营利组织以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区别于企业, 又以其不具

有社会管理职能而区别于政府。非营利组织会计需要核算

的是收支结余而不是利润, 是净资产而不是所有者权益；

同时, 非营利组织会计也需要采用资本保持概念, 需要进

行成本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9]。另外, 非营利组织存

在着众多的行业, 例如高等学校、中小学、科研院所、文

化馆、博物馆、医院、广播台、电视台等等，非营利组织

会计应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体系, 以满足其会计工

作特殊性的需要。 

4.4 非营利组织应分别纳入预算会计体系和企业会计体系  

公立或国有并且是非企业化管理的非营利组织纳入预

算会计体系，私立以及企业化管理的国有非营利组织纳入

企业会计体系。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庞大, 不仅区分成

公立和私立, 而且还区分成企业化管理和非企业化管理。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将在近几年内发生巨大的变革，大量的

文化非营利组织、运用型科研非营利组织、卫生非营利组

织、广播电视非营利组织等将全面走向市场, 实行企业化

管理。纳入预算会计体系的非营利组织, 可以仅限于那些

公立或国有并且是非企业化管理的非营利组织，至于那些

私立以及企业化管理的国有非营利组织, 可以考虑不纳入

预算会计体系, 而纳入企业会计体系。这样, 中国的会计体

系依然由企业会计体系和预算会计体系两部分组成。  

4.5 单独建立私立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  

笔者认为，私立及不纳入预算管理的非营利组织、社

会团体以及各种基金会计等应共同构成一个与企业会计、

预算会计（政府会计）相并列的私立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

把公立且纳入预算管理的非营利组织会计纳入预算会计

（政府会计）体系。笔者不赞成将我国全部非营利组织会

计设为与企业会计、政府会计相并列的第三个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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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体系，原因主要是：一方面, 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中, 

有的为国有或公立, 有的为私立, 有的是企业化管理, 有

的是非企业化管理, 各种非营利组织的情况各不相同, 要

想将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设立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体系

几乎不大可能，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包括财政总预

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以及公立且纳入预算管理的非营利

组织会计的政府会计体系, 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5.  建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体系 

美国在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方面, 除了明确区分成公

立和私立外, 没有一套可以适用于全部非营利组织的统一

会计准则[10][11], 即便是公立或者私立非营利组织统一的

会计准则也没有。实际中，美国公立非营利组织执行由美

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私立

非营利组织则适用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会计准

则；而日本由政府有关部门分别制定了公立非营利事业会

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事业会计制度。可见，美国和日本在

制定会计准则时，都考虑了公立和私立非营利组织各自的

特殊性，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在借鉴

美国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我国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思路：对于继续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并

纳入预算管理的国有事业单位，其会计规范仍执行现行的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对于事业单位，应单独制定《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予以规范。 

笔者认为，对于非国有事业单位，应单独制定《私立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予以规范，课题组将国有事业单位

和非国有事业单位分别进行会计规范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但应根据私立事业单位具有非国有公共事业和产业双重性

质制定私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形成我国三大会计准则

体系，即具有国有公共事业性质的政府会计准则、具有产

业性质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具有非国有公共和产业双重性质

的私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 

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制定中的成功做

法, 有学者提出应构建“两级准则层、三个准则群”的会计模

式。所谓两级准则层, 是将整个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体系

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其中, 基本准则是各

级非营利组织进行会计核算所共同遵守的基本规范, 具体

准则是非营利组织进行具体业务会计核算及报告揭示的具

体操作规范。所谓三个准则群, 是将整个会计准则体系分

为基本准则、通用业务准则、特殊行业和特殊业务准则三

个群体。基本准则群包括：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 确定基

本前提和基本会计假设, 提出会计核算的一般要求, 确认、

计量、记录、报告会计要素及提供信息等；通用业务准则

群由若干条通用具体准则组成, 包括资产会计准则、负债

会计准则、净资产会计准则、基金会计准则、业务收支会

计准则、成本会计准则和基本会计报表准则等；特殊行业

和特殊业务准则群由若干条特殊具体准则构成, 包括预算

和决算会计准则、国库会计准则、福利会计准则、捐赠会

计准则、基金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准则、汇总会计报

表准则等。 

6.  非营利组织会计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我国会计改革力度的加大, 中西方非营利组织会

计在会计体系、会计准则、会计方程式、会计报表等方面, 

较好地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6.1 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的确认问题  

随着《国家赔偿法》的实施, 非营利组织将会面临许

多潜在的债务问题, 但非营利组织会计对或有负债没有予

以确认，而且现行非营利组织会计只确认当期实际收支的

债务, 对尚未到期的债务(包括政府债券和国外借款等)也

未予以确认, 这不利于强化非营利组织的受托责任, 也不

便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了解国家债务情况。另外，非营利组

织会计对许多属于国家和政府的权利均未予以确认、记录

和报告, 如上级政府应补助款、我国政府在国际组织中的

权益, 以及权益属于国家而委托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国有资

产产权等。国有资产产权及其变动情况尤其应在非营利组

织会计中予以记录和报告, 这是保护国有资产的一种有效

方法，今后应注重研究这些要素如何确认的问题。 

6.2 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基础问题 

随着预算会计环境的变化，收付实现制出现了许多局

限性，如对非现金交易引起的债权债务不确认，无法提供

决策需要的会计信息，也不利于反映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受

托责任，不能为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提供真实、有效的会

计信息。目前, 我国非营利组织改革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设

想，“除教育单位和极少数需要由财政拨款的单位外, 其他

单位每年减少财政拨款 1/3, 争取三年基本达到自负盈亏”。

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基础也将由以考核预算收支为主的

收付实现制逐渐转向以考核经济效益为主的权责发生制。

因此，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会计可采用修正的收付实现制，

即原则上采用收付实现制，对某些特定业务则采用权责发

生制，我国应分步推行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核算基础，由目

前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向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转化。 

6.3 非营利组织的成本核算问题 

目前的非营利组织会计一般仅提供支出信息，不实行

成本核算，无成本信息。支出类科目设立明细科目，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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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支出的具体情况，但却不能反映其劳务和服务成本，

不利于组织内部的核算与管理。随着非营利组织走向市场, 

非营利组织会计实行成本核算非常必要。进行人才成本核

算有人提出可参照采用企业的“制造成本法”，将费用划分

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直接计入成本核算对象, 

间接费用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计入成本核算对象, 期间费

用(如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直接列入当期支出，这种“制

造成本法”是否真正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成本核算，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检验。 

6.4 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提供问题 

目前非营利组织会计缺乏提供资财分配使用的信息，

非营利组织的资财提供者虽不要求经济利益上的回报，但

对资财的投向、使用和收回等方面还是非常关注的，目前

的财务报告很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另外，我国事业单位

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基建投资表、附

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西方非营利组织

会计报表一般包括四种：一是财务状况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相当于我国的资产负债表；二是经营表

(Statement of Operations)相当于我国的收入支出表；三是净

资产变动表(Statement of Changes In Net Assets)；四是现金

流量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相比之下，我国没有净资

产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后也应加强这方面的信息研究，

以提供全面、有效的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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