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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he accounting entity, accounting basis, accounting elemen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are compared.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differences are discussed. References for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ccounting reform in our country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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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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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中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会计主体、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要素和财务报告，探讨中

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方面的差异，为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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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非营利组织具有非

营利性，非营利组织会计具有特殊性，通过对比，中西方

非营利组织会计还存在许多差异。 

1.  中西方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主体比较 

会计主体界定了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采取的立场及空间

活动范围。西方政府会计采用基金会计模式核算。西方非

营利组织会计,严格按“基金”核算模式,将整个组织作为报

告主体，而将每一个基金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基金具有特

定的目的和用途，严格按照出资者的要求，将财务资源划

分为永久限定用途基金、暂时限定用途基金和限定用途基

金[1]。设置相应的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科目,并各自有

平衡关系。基金是一自我平衡账户体系，用于记录资产、

负债、权益变动情况。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显著特征

是将会计科目划分成多种基金主体，通过设立基金主体来

控制时间限制和用途限定的资源，防止将各种基金混合使

用，基金会计可以保证专款专用，帮助受托人履行法定受

托责任。 

                                                        

 
[基金项目]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专业带头人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为事业单位，采用的是预算

会计模式[2]。 我国 2012 年 2 月修订通过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以下称新《事

业单位会计准则》） 第五条规定：“ 事业单位应当对其自

身发生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进行会计核算。”根据隶属关

系，事业单位会计组织系统分为一级（主管）会计单位、

二级会计单位和基层会计单位三级，各级之间实行独立会

计核算。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

政预算拨款，对事业单位财务资源的管理分为:事业基金、

固定基金、专用基金和结余,在事业基金中又分为一般基金

和投资基金等[3]。而我国政府单位为单一主体，各种基金

只是政府单位会计主体的内容不作为单独的一个会计主

体。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会计

主体大致分为三类：一般预算基金、限定用途基金和非限

定用途基金。受资金提供者所附条件的限制，限定用途基

金依据时间因素划分永久限定用途基金和暂时限定用途基

金。我国非营利组织如果采用基金会计模式，以基金为会

计主体，将使各项预算资金的界限更为清楚，更有利于非

营利组织的财务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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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基础比较 

收入和支出的确认标准可分为应计制（ 权责发生制）、

现金制（ 收付实现制） 和修正应计制（ 修正权责发生制

和修正收付实现制）。在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以应计制

和修正应计制作为会计确认基础[4]。其中应计制以应收应

付作为确认标准，不可预计应计的收入则按照修正权责发

生制，在收入可以计量和可以利用时予以确认。应计制是

基于交易的实质而不是现金的收付。西方政府单位采用权

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来确定财务状况和营运效

果，西方政府基金与代理基金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确认

收支。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 部

分经济业务或者事项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的，由财政部在

会计制度中具体规定。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5]

中要求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成本核算等

方面采用应计制。我国现金制不能客观、完整地反映会计

主体的真实情况，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无法充分获得对其决

策有用的信息， 而且同一会计主体两种会计基础并存，会

造成会计信息的混乱。我国政府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

事业单位会计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采用

权责发生制；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  

我国应逐步由修正的应计制向完全的应计制过渡。现

我国非营利组织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对于经营活动采用

权责发生制。不利于正确处理年终结转事项,造成会计信息

不实；不能进行准确的成本和费用核算,无法全面反映非营

利组织的负债状况等,如果采用会计权责发生制基础,会计

报告将为社会公众提供非营利组织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的

信息。我国应逐步采用权责发生制，以便更好地反映会计

主体财务状况，为报告使用者提供更为完整的财务信息，

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管理。 

3. 中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要素比较 

西方非营利组织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

业务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七类。西方政府会计是一种

基金会计，会计要素为资产、负债、基金余额、收入和支

出。  

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事业单位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

净资产、收入、支出或费用，我国事业单位会计要素中没

有设置结余这一要素，而在净资产要素下设有结余。这样

设置和西方相比不够具体和细化，不利于不同报表使用者

获取各自需要的会计信息。政府会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社

会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仅核算收支相抵后的结余，所以没

有利润要素。我国《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

“ 结转和结余是指事业单位年度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余

额。”净资产表示的是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并不能表现

非营利组织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在具体用途上的限制。

增加结余这一要素能正确反映非营利组织运用资金的情

况，也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利用财务信息。 

4. 中西方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比较 

财务报告是提供财务信息的载体， 为各利益相关者提

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 117 

号公告要求非营利组织编制和公布财务状况变动表、业务

活动情况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告附注。我国政府会

计报表由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及其附表、会计报表附

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组成。我国新《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第三十九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是反映事业单位某一特定

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事业成果、预算执行等

会计信息的文件。”会计报表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

出表或者收入费用表和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基建投资表、

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等。事业单位不要

求编制现金流量表，不能反映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形成和

使用情况。 

西方非营利组织依据“资产= 负债+ 基金余额或净资

产”理论，采用报告式资产负债表格式进行编制资产负债

表。而我国事业单位会计资产负债表的理论依据则是“资产

＋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这一会计等式，报表的左方

是资产类（包括资产和支出），报表的右方是负债类（包

括负债、净资产和收入）。 

我国没有财务状况变动表，在这方面不及西方非营利

组织会计那样全面系统。我国应完善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

体系，改进相关报表格式。非营利组织应增加设置现金流

量表。首先，我国非营利组织逐步采用修正应计制以后，

实际发生的现金收支情况与收入支出表中的收支将不完全

一样，为了有效揭示非营利组织资金周转运作情况，应增

设现金流量表。其次，我国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改为基金

后， 对于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的格式应有所改进。资

产负债表应依据“资产= 负债+ 基金余额或净资产”理论，

与美国一样采用“报告式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也应该

按照基金分类来核算收入、支出与结余，还应完善会计报

表附注，充实附注揭示的内容，侧重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报表主表的理解；充实财务情

况说明，对非营利组织的宗旨、结构、章程、人员配置、

业务活动基本情况、年度计划、其他重大影响事项等情况

作出说明。 

在西方，非营利组织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权益,这些组织

终究也需要资本保全。当期末净资产的财务金额大于或等

于其净资产的期初财务金额,便可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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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了。但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对此并未做出明确

的规定。只有净资产得到保全,非营利组织才可能生存和发

展下去。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应注意净资产的保全,即非营利

组织期末净资产额,必须不小于同期期初净资产额。 

通过以上比较，推动我国会计体系逐步进行改革，逐

步与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接轨，建立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

织会计，建立政府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 三

足鼎立”的会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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