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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A 

ACCA 

特许公认

会计师公

会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简

称 ACCA)成立于 1904 年，是目前世界

上领先的专业会计师团体，也是国际

上海外学员最多、学员规模发展最快

的专业会计师组织。英国立法许可 

ACCA 会员从事审计、投资顾问和破产

执行的工作。ACCA 会员资格得到欧盟

立法以及许多国家公司法的承认。在

国际上，ACCA 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B)的创始成员，也是国际会计师联

合会(IFAC)的成员。 

Absorption costing 
摊配成本

计算法 

或称全额成本计算法(full costing)。此

方法下，在产品成本中不仅包括直接

费用，而且还包括固定和变动间接费

用。 

Abnormal cost 异常成本 
指不正常的，或不能预料而发生的成

本。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method 

加速折旧

法，快速

折旧法 

这种折旧法所计算的折旧费开始时

大，然后逐渐变小。主要包括余额递减

法(declining-balance depreciation)和年

限总额折旧法 (sum-of-the-year-digits 

depreciation)等。 

Account 

① 账

户，

会计

科目 

② 账

① 账户，会计科目账户可作以下分

类： 

按列入的不同会计报表，可以划

分为：损益表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账户。可进一步划分为：费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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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簿，

报表 

③ 记账 

户，反映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耗费；

收益账户，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资产负债表账户，可进一步划分

为：资产账户，反映企业资金的运

用状况；负债账户。 

② 账簿，报表 

在英国亦指账簿、报表。 

③ 记账 

作为动词时与 for 连用，指将经

济业务记入账簿 

Accountability 

经 营 责

任，会计

责任 

指职工或企业管理人员对经营财产所

应付的责任；或指以货币单位报告经

营成果的责任。 

Accountant 
会计员，

会计师 

熟悉会计技术并从事会计工作的人

员。公共会计师(public accountant)所

从 事 的 工 作 是 公 共 会 计 (public 

accounting)，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主要

从事审计工作，其中通过统一专业考

试 的 ， 在 英 国 称 为 特 许 会 计 师

(chartered accountant—CA)。 

Accounting 

assumption 
会计假设 

指会计人员面对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

环境，对会计工作的先决条件所做出

的推断。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

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假设。 

Accounting basis 

会计基

础，会计

基本方法 

指会计事项的记账基准。会计事项在

何种情况下应该记账，何种情况下不

记账，收入和费用应属于本期，还是应

属下期，均取决于会计基准。会计基准

可分为两种：权责发生制(accrual basis 

of accounting)和收付实现制(cash basis 

微
信
公
众
号
：
AC
CA
考
友
论
坛



 

3 
 

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of accounting)。 

Accounting 

concept 
会计概念 

在狭义上，指对会计基本要素，例如资

产、负债、产权、收入、费用、收益等

所下的定义。在广义上，泛指会计实务

所依据的会计基础理论。其中不仅包

括狭义的会计概念，而且还包括会计

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 

Accounting 

changes 
会计变更 

会计变更包括以下三种不同类型： 

(1) 会计原则 (accounting principle)的

变更。例如，将先进先出法改为后进先

出法，或采用新的折旧方法。会计原则

的变更必须以新公布的会计准则为依

据。 

(2) 会计估计 (accounting estimate)的

变更。例如，对呆账的估计变更，对资

产的使用年限或残值的变更。会计估

计的变更必须以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为前提。 

(3)会计报告单位(reporting entity)的变

更。例如，企业的合并。 

Accounting control 会计控制 

指采用必要的控制程序，例如内部稽

核(internal check)和内部审计(internal 

audit)，借以保证会计记录的正确和企

业资产的完整无缺。 

Accounting cycle 会计循环 

或称会计信息处理循环 (account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ycle)。指有顺

序的会计程序。即从编制各种不同经

济业务的日记账分录开始，过入分类

账，直到编出试算表和会计报表为止。 

Accounting 会计要素 指会计报表中的一些重要项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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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elements 资产、负债、业主产权、收入、费用、

收 益 和 损 失 等 。 所 谓 会 计 概 念

(accounting concept)就是对会计基本

要素所下的定义。 

Accounting entity 

会 计 主

体，会计

个体 

指单独编制会计报表的企业或其独立

核算的所属业务分部。会计个体与法

律个体(legal entity)的概念是不同的。

例如，一个业主的会计个体，不包括他

本人资产，而法律个体，则包括他本人

资产。 

Accounting 

equation 
会计等式 

或称会计恒等式(accounting identity)。

其会计等式表示为： 

资产(assets) = 负债(liability) +

所有者权益(equity)。  

Account form 账户式 

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的一种通常

格式，即将资产列于左方，负债、资本

或产权列于右方，两方之和相等的格

式。损益表则通常采用报告式(report 

for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会计信息 

指有关财务方面的据以作为经营决策

的信息。会计信息主要具有以下两个

特点： 

(1) 有关数量方面的，并以货币计量

的； 

(2) 可以验证的，即有原始凭证或记录

作为依据的。 

Accounting general 

会 计 主

任，总会

计师 

指在一个中小企业中，主管会计工作

的会计师。 

Accounting in 主管会计 指在企业中，负责某一部分会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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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charge 师 的高级会计师(senior accountant)；或

指从事审计业务时，负责监督外勤审

计工作，委派外勤审计人员的职责，并

检查他们所编写的审计底稿的高级会

计师。 

Account payable 应付账款 

缩写为 A/P。指欠债权人的一种负债。

通常是因赊购商品或材料物资而发

生。 

Accounting 

procedures 
会计程序 

指会计账务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步骤。

会计程序是依据会计原则制定的，其

中包括记录、分类、汇总、分析等。 

Accounting 

profession 

会 计 职

业，会计

专业 

会计人员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其中包

括私用会计(private accounting)和公共

会计(public accounting)两大领域。私用

会计指在某一个企业、事业或政府机

构从事财务会计或管理会计工作；公

共会计则指单独或与其他会计师合伙

成立会计师事务所，向社会提供审计、

会计或管理咨询服务。 

Accounting rate of 

return 

会计收益

率 

简称 ARR。评价投资决策和计算投资

收益率的一种简单方法。它是根据会

计报表和账面上的净收益和资产总额

直接计算出的投资收益率。 

Account receivable 应收账款 

或称购销应收账款 (trade accounts 

receivable)，缩写为 A/R。指对债务人

的一种债权。是因赊销商品或提供劳

务而产生。 

Accounting 会计 

指财务数据的记录、分类、汇总、计量

和报告。主要用于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经营过程中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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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制和经营决策的制定。 

Accounting cycle 会计循环 

即从编制各种不同经济业务的日记账

分录开始，过入分类账，直到编出试算

表和会计报表为止。 

Accounting data 会计数据 

指会计处理过程中所加工的原始数

据，主要来自于原始凭证 (source 

document)。 

Accounting period 

会 计 期

间，会计

分期 

或称 fiscal period。根据持续经营假

设，将连续的经营过程划分为适当的

时间段落，在每一段落结束时办理一

次结算。此种时间段落作为计算损益

的时间单位，称为会计期。 

Accounting 

standard 

会计标

准，会计

准则 

ACCA 考试中使用的会计准则是由

IASB(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

IASs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国际会计准则和 IFRS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Accounting system 

① 会计

制度 

② 会计

系统 

① 会计制度 

指会计账户的分类、会计账务的记录

和会计报表的编报程序和方法。 

② 会计系统 

指 会 计 信 息 系 统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Accounts payable 

subsidiary ledger 

应付账款

明细分类

账 

由各个供应商（债权人）的单个账户组

成的分类账。 

Accounts  

receivable 

应收账款

明细分类

由各个顾客（债务人）的单个账户组成

的分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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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subsidiary ledger 账 

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应收账款

周转率，

应收账款

周转次数 

评价企业信用政策和收账效率的一项 

财 务 比 率 。 其 计 算 公 式 如 下 ：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本期赊销净额 ÷

应收账款平均金额。 

应收账款周转越慢，企业不仅会占用

较多资金和较高的资金成本，而且收

回欠账的可能性越小。 

Accrual basis 

accounting 

权责发生

制会计 

确认收入和费用的一种会计方法。即

根据商品的销售（或发货）和劳务的提

供来确认收入，不论在什么时候收到

现金；根据发生应付账款来确认费用，

而不论什么时期支付现金。 

Accrual 应计项目 尚未记录的收入或费用。 

Accrued expense 应计费用 

或称应计负债(accrued liability)。指已

经发生但在以后才需支付的费用。例

如应付利息和应付工资等。应计费用

或应计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列为流

动负债。 

Accrued revenues 应计收入 

或称应计资产(accrued asset)。指应收

但尚未收到的收入。例如，应收利息和

应收租金等。应计收入或应计资产在

资产负债表中应列为流动资产。 

Acid test ratio 
酸性测试

指标 

财务分析用词。即速动比率 (quick 

ratio)。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对销账户(contra account)的

一个较好用词。这个账户反映一项固

定资产自购进后折旧费数额。在资产

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始购置成本减

去累计折旧额以后，即为固定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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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账面价值(book value)。 

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累计其他

综合收益 

单独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部分列

示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的累计额。 

Activity base 

(driver) 

作业基础

/动因 

引起成本变动的一项作业，用于对成

本性态的分析和分类中。作业基础也

用来计算制造费用的分配率，作为分

母把制造费用分配到成本对象。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作业成本

法 

资源按资源动因分配到作业或作业中

心。 

Act 
法案，法

规 

由一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其全体公

民必须遵循。例如： Company Act（公

司法）、Bankruptcy Act（破产法）。 

Added value 增值 
指企业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原材料成本

之间的差异。 

Adjusted trial 

balance 

调整后试

算平衡表 

指已经做了调整分录，但尚未做结账

分录时的试算表。 

Adjusting entries 调整分录 

或称调整日记账分录(adjusting journal 

entry)。指在会计期结束时，根据会计

期假设和收入费用配比原则，在日记

账中所做的有关应计和递延等会计分

录。其中包括计提折旧、呆账备抵、应

收利息和递延 

费用等项目。或指在会计期末发现误

列账务，有必要加以更正而做的调整

分录。此种类型的调整分录亦称更正

分录(correcting entry)。 

Adjusting process 调整过程 
编制财务报表时对账户进行分析和更

新的过程。 

Administrative 行政管理 或称总务费用(general expense)。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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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expenses (general 

expenses) 

费用 的行政管理费用，包括管理人员薪金、

差旅费、折旧费、照明费和电话电报费

等。其具体项目随企业性质而有所不

同。 

Advance 
预付款，

垫付款 

在规定付款期以前的任何支出，其中

包括未完全履行前的付款和预付工资

等。 

Adverse variance 不利差异 
指实际收入数低于预算收入数，或实

际支出数大于预算支出数。 

After-tax 税后 

指扣除所得税以后的收益额或收益

率。可以反映企业或投资人的实际收

益水平。 

Aging the accounts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

账龄分析 

定期对应收账款按到期日的先后加以

分类。在表上列明债务人姓名、地址、

所欠金额和期限等。一般将应收账款

划分为 1~30 天，31~60 天，61~90 天，

90 天以上。期限越长，变现风险越大。

此项分析的主要用途为： 

(1) 考核收款工作的效率，并根据每个

客户的具体情况，制定收款政策。其中

包括直接催收，委托代理商代收，以及

提出法律诉讼等方式。 

(2) 用以计算一个既定时期的呆账损

失 

Agency 
代理，代

理关系 

指某企业或个人委托代理机构经办业

务。前者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后者

称为代理人(agent)。股东与企业管理

人员的关系是一种代理关系，企业管

理人员代理股东行使企业经营管理的

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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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议事日

程，备忘

录 

指公司董事会的会议或决议的记录，

以及会议需讨论的事项；或指审计师

的备忘录，借以记录尚待处理的问题。 

Allocation 
分摊，分

配 

指将成本从一个总金额分配到几个账

户、几种产品或几个部门、几个会计期

间；或指将经费、经济资源分配到几个

部门。 

Allowance 

① 备抵 

② 折让 

③ 津贴 

① 备抵 

指作为资产负债表的一项抵销账户

(contra account)。一般用于应收项目或

折旧性资产。例如，使用“呆账备抵”、

“折旧备抵”账户代替过去常用的“呆

账准备”(bad debt reserve)和“折旧准

备”(depreciation reserve)账户。 

② 折让 

指销售折让(sales allowance)。由于发

货迟延或损坏，而在发货票价格上所

作的扣减。 

③ 津贴 

指企业发给职工的伙食津贴或服装津

贴等。 

Allowance method 备抵法 

指备抵账户的应用。即不采用直接注

销法(direct write-off method)。采用呆

账备抵(allowance for bad debts)。提前

对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提取坏账准备

的一种坏账核算方法。 

American option 美式期权 
指购买远期证券的权利，可以在有效

期满以前随时行使。 

Amortization 
① 摊销 

② 摊还 

① 摊销 

指将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照费用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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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期进行分配。例如，固定资产的折旧

(depreciation)、递耗资产(wasting asset,

即自然资源)的折耗(depletion)、无形

资 产 (intangible asset) 的 摊 销

(amortization)。摊销这个词语主要适

用于无形资产和递延费用。 

② 摊还 

对未清偿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的分期支

付，而不是在还款期限的最后一年一

次偿还。通常是每年支付相等的金额。 

Analytical test 
分析性测

试 

指外部或独立审计师为了对被审计单

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获得一定的

了解，对其报表账户余额变化趋势及

其财务比率进行测试，根据发现的问

题，再做详细的分析和检查。 

Annual audit 年度审计 

指由注册会计师检查企业一个年度的

会计账簿和报表。在经济发达国家，通

常对大中型企业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常

规审计。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年度股东

大会 

简称 AGM。由股东和董事所举行的正

式会议。一年举行一次，审查董事会和

审 计 师 提 出 的 年 度 报 告 (annual 

report)，并决定有关股利的发放，以及

董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等重

大事项。 

Annuity 年金 

在相等的间隔期，连续地分批支付或

收入金额相等的款项。由于年金是固

定金额的支付，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会

使年金收领人(annuitant)受到经济损

失，因而必须采用指数化(inde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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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年金有以下几种不同形式： 

(1) 普通年金(ordinary annuity)或迟付

年金(annuity in arrears)； 

(2) 期初年金(annuity due)； 

(3) 延期年金(deferred annuity)； 

(4) 永续年金(perpetual annuity)。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公司章程 

或称为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指公司筹建人员呈报政府核查的文

件。其中规定有公司的名称、地址、经

营业务、股份总额和每股金额，以及董

事人数及任期等。公司章程经政府主

管部门审批同意后，附以公司注册证

书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交还公

司筹建人，即公司的执照(charter). 

Assets 资产 

指可以为企业产生经济效益的经济资

源(economic resource)。企业资产必须

具有如下特征： 

(1) 必须具有产生未来收益的能力； 

(2) 必须为企业拥有或控制。 

资产以其形态状况可以划分为有形资

产 (tangible asset) 和 无 形 资 产

(intangible asset)；以其流动状态划分，

可分为流动资产(current asset)和固定

资产(fixed asset)。 

Asset revaluation 资产重估 
由于物价水平发生变动，对企业固定

资产所作的全面调整。 

Asset structure 资产结构 企业各类资产所占的比重。 

Asset turnover 
资产周转

率 

反映企业资产使用效率的比率。周转

速度越高，反映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率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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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At par 
按票面

额，平价 

指一种证券是按票面额(face amount)

发行销售的。如果售价高于票面额，则

为溢价(premium),低于票面额则为折

价(discount)。 

Audit 审计 
通常指系统地检查会计记录。其中包

括分析、抽查和询证等程序。 

Audit committee 
审计委员

会 

公司董事会下属的一个专门负责讨论

有关审计工作的委员会。其成员必须

全为独立董事。 

Audit evidence 审计证据 
审计人员在审计报告中必须要有充分

的、有效的和相关的证据作为依据。 

Audit procedure 审计程序 

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步骤。包括：盘点

库存现金、应收账款函证、观察存货盘

存、验算会计数据计算的正确性，以及

分析会计数据的合理性等。 

Audit risk 审计风险 

指已审核的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误的

风险。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不一

定十分有效，审计师对会计记录进行

抽查时，也不可能把差错和舞弊全部

揭示出来。通过审计风险的讲师，审计

师可以预先确定所实施审查的可靠程

度。审计风险是对企业内部控制和审

计师所实施抽查的复合可靠程度的补

数。 

Audit standard 

审计准

则，审计

标准 

指审计专业团体所规定的审计人员行

为准则。它反映了审计工作应达到的

质量水平和应达到的目标。虽然不具

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审计人员必须

遵守。 

Auditor 审计师 负责审查企业会计记录和会计报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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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效率和效果的人员。外部审计师

主要职责是审查会计记录和会计报

表，即从事财务审计；而内部审计师的

职责是审查经营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即从事绩效审计和管理审计。 

Audit opinion 审计意见 

指审计师对财务报表出具的意见。包

括 unqualified opinion（无保留审计意

见）和 qualified opinion（有保留审计

意见）。 

Audit program 
审计工作

计划 

会计师事务所在向客户提供审计服务

时，必须事先制定审计工作计划。其中

包括所实施的各项具体审计程序和日

期，以及参加审计工作的审计人员等

内容。 

Audit test 审计抽查 

一项最重要的审计程序。由于审计人

员不可能对企业的会计记录及原始凭

证进行全面审查，因而只能在正确评

价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对企

业的会计记录进行抽查。审计抽查按

其抽查的不同目的，可分为符合性抽

查 (compliance test) 和 真实 性 抽 查

(substantive test). 

Audit trail 

审计轨

迹，审计

线索 

指通过编码和交叉索引，注明一项分

录的出处说明其依据的记录和凭证。

健全的审计线索，可以有助于对会计

分录进行有效的审查。 

Audit working 

paper 

审计工作

底稿 

指审计师在编写审计报告之前，在对

企业会计账簿和报表检查过程中，所

准备的查证和分析资料。工作底稿是

审计师编制审计报告的主要依据。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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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for-sale 

securities 

可供出售

证券 

管理者打算在未来销售而不是即时交

易以获得利润的证券。 

Average cost 

method 

平均成本

法 

指存货计价采用的一种方法。它的主

要特点是：使用同一个价格计算库存

商品的成本和销售商品的成本。平均

成本法既不反映现时成本和现时收入

的配比关系，也不以现时成本对存货

计价。 

Average rate of 

return 

平均回报

率 

将几个年度的平均净收益，除以资本

总额，据以分析出企业的长期盈利情

况。 

Avoidable cost 
可避免成

本 

指当决策方案改变时，某些可免于发

生的成本，或者在几种方案可供选择

的情况下，当选定其中一种方案时，所

选方案无需发生该成本。  

B 

Bad debt 
呆账，呆

账账户 
指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Balance of the 

account 
账户余额 

指一个账户的净额。即借方金额与贷

方金额的差额。有三种不同形式的账

户余额： 

(1) 零数余额(zero balance)，指一定时

期的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相等； 

(2) 借方余额(debit balance)，指一定时

期的借方金额大于贷方金额； 

(3) 贷方余额(credit balance)，指一定

时期的贷方金额大于借方金额。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

表 

更 确 切 的 名 称 为 财 务 状 况 表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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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sheet 这个词仅反映平衡关

系，而未能阐明编制这种报表的目标。

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某个日期的财务

状况，即企业的资产和债务。 

Balance sheet date 
资产负债

表日 

会计期的期末称为结账日，企业在这

个日期编制资产负债表。国内大多数

企业的结账日为 12 月 31 日。 

Balanced 

scorecard 

平衡记分

卡 

通过财务和非财务手段反映企业多元

化经营业绩的评估方法。 

Bank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银行余额

调节表 

反映和说明企业存款账户余额和银行

对账单余额之间差额的一种报表。通

常是一个月编一次银行余额调节表。 

Bankruptcy 破产 

指债务人因不能偿债或者资不抵债

时，由债权人或债务人诉请法院宣告

破产并依破产程序偿还债务的一种法

律制度。                                      

Bankruptcy court 破产法院 

破产的宣布机构。破产法院在宣告一

个企业破产以后，通常随即指定一名

破产企业财产接管人(receiver)，负责

接管和清算破产企业的财产。 

Bargain 

① 合

同，

谈判 

② 廉价

货 

① 合同，谈判 

指购货或销货合同(contract)；或指谈

判签订购销合同的过程。 

②  廉价货 

指价格低廉的商品。 

Base period 基期 

指在编制消费品价格指数或证券价格

指数时，以一个选定的时期通（常为一

年）来计算其他时期的变化。基期必须

具有代表性，否则计算出来的物价指

数或证券价格指数，必然不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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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rate 基础利率 

商业银行对外公布的利率。实际贷款

利率则根据贷款的性质和借款企业的

信誉状况，在一定幅度内高于基础利

率。而活期存款利率则在一定幅度内

低于基础利率。 

Batch costing 
分批成本

计算法 

分别按产品的一定批量计算成本的一

种方法。即按生产一定批量产品所投

入的原材料、人工和费用归集成本。与

订单成本计算法(job order costing)和

分步成本计算法(process costing)的词

义相对照。 

Before-tax income 税前收益 公司交纳所得税之前的收益额。 

Beginning balance 期初余额 
指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的会计期期

初的账户余额(account balance). 

Beginning 

inventory 
期初存货 

会计期期初的存货价值，亦即上期的

期末存货。 

Below par 
低于票面

价值 

指证券折价或低于票面价格出售。这

种情况比较少见，反映公司的经营状

况不佳。 

Benefit-cost 

analysis 

成本效益

分析 

以预期成本和预期未来收益相比较，

从而选择最优方案。 

Bid 
① 买价 

② 投标 

① 买价 

指拍卖(auction)时，买方喊出的价格。 

② 投标 

采用招标方式购买商品或修建工程

时，投标人愿意按不一定价格供应商

品或承包工程。 

Bid price 

① 买方

出

价，

① 买方出价，买价 

在商品或证券市场上，买者正式提出

的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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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价 

② 投标

价格 

② 投标价格 

出投标人提出的价格。在投标之前，投

标价格为各投标人的秘密。 

Big Four 
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PwC)、德勤(DTT)、毕马威

(KPMG)、安永(EY)。 

Bill of exchange 汇票 

是由出票人签发的，要求付款人在见

票时或在一定期限内，向收款人或持

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款项的票据。汇

票是国际结算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信

用工具。 

Board chairman 董事长 
公司的最高领导人。由董事会选举产

生，董事长的地位高于总经理(CEO)。 

Board minutes 
董事会会

议记录 

指公司董事会的议事记录。通常记录

有着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 

指由股东选出的公司最高 

管理机构。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决定

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针和政策，任命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宣布支付股利，制定

职工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及决定有关

银行借款、签订重要合同等事项，从而

对公司的会计和财务政策具有重要影

响。 

Bond 债券 

证明债务的凭证。是公司向社会公众

筹措资金的一种方式。当债务到期时，

债券债权人可以持债券要求偿还本金

和利息。 

Bonus 
奖金，红

利 
在正常工资或薪金以外的酬金。 

Bonus issue 
发行红利

股 

公司将股东资金中的储备转移至资本

项下，等于向股东免费发行股票。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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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股票按持股比例向现有股东分

发。 

Book audit 账簿审计 

以检查会计账簿记录的正确性为主要

目的的审计。账簿审计是会计报表审

计(financial statement audit)的基础。 

Bookkeeping 
簿记，记

账 

分析、分类和记录经济业务于账簿的

过程。 

Book of orginal 

entry 

原始分录

账簿 

指 日 记 账 (journal) 或 日 记 簿 (day 

book)。即按时间顺序记录原始分录的

账簿，在经济业务发生时作序时记录，

然后再记入分类账(ledger)。 

Book value 账面价值 

指反映于账簿或报表的金额。其中包

括一切资产、负债和业主产权项目的

金额。账面价值通常是指资产的净值，

即所记录的资产价值减累计折旧。 

Book value of the 

asset 

资产的账

面价值 

固定资产的成本与该资产的累计折旧

之间的差额。 

Borrowing power 借款能力 
指企业举债筹措资金的能力，主要决

定于企业的信誉和偿债能力。 

Bottleneck 瓶颈 
当产品的需求超过企业的生产能力时

产生的状况。 

Break-even point 

损益平衡

点，盈亏

平衡点 

指达到收入总额和成本总额相等所需

的销售量。可以有两种表示方法： 

(1) 以数量表示：固定成本÷单位边际

收益。 

(2) 以金额表示：单位售价×固定成本

÷单位边际收益。 

Brought forward 结转上期 
缩写为 B/F。指账簿新页上的余额是

由上期所转入。 

Budget 预算 企业控制未来经营活动的一项财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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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计划。企业预算可划分为以下类别： 

(1) 按反映的内容，分为资本预算

(capital budget)和营业预算(operating 

budget)； 

(2) 按是否可随时调整，分为弹性预算

(flexible budget) 和  固  定  预  算 

(fixed budget)。 

Budget 

performance 

report 

预算业绩

报告 

比较实际结果与预算数据之间差异的

报告。 

Budgetary slack 预算松弛 
在预算中为不确定事件准备额外的资

源。 

Budget variance 预算差异 
指预算收支金额和实际收支金额之间

差额。 

Business 

① 企业 

② 经

营，

营业 

① 企业 

指工商业中的任何一个经济实体。其

中包括独资、合伙和公司等不同形式

的企业。 

② 经营，营业 

从事产品生产或商品购销而获取营业

收入的过程。 

Business 

combination 
企业合并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为一个

单独的经济实体或会计核算单位。 

Business cycle 

商 业 周

期，商业

循环 

或称 trade cycle。指整个国家经济活

动在扩张和收缩之间的不断循环。商

业周期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繁荣(prosperity)； 

(2) 衰退(recession)； 

(3) 萧条(depression)； 

(4) 复苏(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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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ntity 

concept 

经营实体

概念 

一个会计概念，它限定会计系统只提

供与该企业活动直接相关的经济数

据。 

Business segment 企业分部 

指企业的下属业务部门，各自拥有一

定数量的资产，并且单独地核算其经

营成果。例如，经营不同产品的业务分

部(division)或外地的分支机构、分店

(branch)等。 

Business risk 

经营风

险，营业

风险 

或称 operating risk。企业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所冒的一种风险。其中包括市

场需求变动、价格变动，以及利用营业

杠杆作用(operation leverage)等因素所

产生的风险。 

Business 

stakeholder 

企业利益

相关者 

利益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的个人或实

体。 

Business strategy 企业战略 

企业设计的用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一整套计划

和行动。 

Business 

transaction 
经济业务 

直接改变主体的财务状况或直接影响

其经营成果的经济事项或情况。 

Buyout 

收购股

权，收购

控制股权 

指购买一个公司的多数或控制股权

(controlling interest)。管理人员收购股

权(management buyout)是指由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出资收购本公司的控制股

权；职工收购股权(employee buyout)是

指公司职工集资收购本公司的控制股

权；若是一个控股公司依靠银行贷款

收购另一个公司的控制股权，则称为

杠杆收购控制股权(leveraged buyout). 

By-product 副产品 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同属一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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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过程，并使用同一种原材料，但其价值

仅占其联产品价值的较小比重。因而

通常采用简化的成本计算过程计算其

成本。 

C 

CA 
特许会计

师 
chartered accountant 的缩写。 

Calendar year 日历年度 
从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的会计

年度。 

Call 

① 催交

股款 

② 买方

期权 

① 催交股款 

指催交认购人尚未交付的已认购股票

款。 

② 买方期权 

指在未来日期按一定价格买进一定数

量股票的权利，称为买方期权 (call 

option)。 

Call option 
股票购买

期权 

指在未来日期内按一定价格购买一定

数量股票的期权。 

Capacity 

① 生产

能力 

② 偿债

能力 

① 生产能力 

指由于场地、机器设备、人工和材料的

限制，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最大生产

数量。 

② 偿债能力 

指企业偿付债务本息的能力。 

Capacity cost 

生产能力

成本，经

营能力成

本 

固定费用的另一个名称。这是维持生

产和销售活动所必需的成本。其中包

括厂房和机器设备的租金、折旧费、保

险费以及财产税。 

Capital 资本性支 或称 capital investment, capital out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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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expenditures 出 指购进固定资产的支出，以及增加现

有固定资产价值的支出。企业的资本

支出，包括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 

(1) 重置支出； 

(2) 扩充生产规模投资支出； 

(3) 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投资

支出； 

(4) 其他资本支出。 

Capital 资本金 指业主在企业中的产权。 

Capital allowance 资本减免 

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对经济不发达地区

进行投资，所给予的税额减免。该投资

必须是用于购置新设备和采用新技

术。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资本性资

产计价模

型 

缩写为 CAPM。阐明资本性资产或金

融资产（证券）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关

系理论基础的一个资产计价模型。资

本性资产计价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r =  rf +  β(rm − rf) 

r =一项资产或证券的期望收益率 

rf = 无风险收益率 

rm = 证券组合投资收益率 

β =贝塔风险（系统风险）系数 

这个公式说明：贝塔风险（系统风险）

系数越大，投资人要求或期望的投资

收益率就越高。 

Capital cost 资本成本 

指公司对于债券、优先股、普通股的年

度支付数。亦即企业各项长期资本来

源的加权平均成本。资本成本是确定

公司资本结构、进行资本预算等决策

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新投资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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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一般高于资本成本。 

Capital 

expenditures 

budget 

资本支出

预算 

汇总企业未来取得固定资产计划的预

算。 

Capital gain 

资 本 利

得，资本

收益 

销售一项资本性资产(capital asset)的

收入大于账面价值的部分。 

Capital impairment 资本减损 

指一个企业发生净亏损或股利的非法

发放，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账户

出现借方余额，从而使企业的实际资

本小于法定资本。 

Capital investment 

analysis 

资本投资

分析 

管理者对财产、机器和设备等长期资

本投资进行计划、评价和控制的过程。 

Capital leases 资本租赁 即筹资性租赁(financing lease)。 

Capital loss 资本损失 销售资本性资产所发生的损失。 

Capital market line 

资本市场

贝塔风险

线 

或称 capital market line with beta。指

以图表形式反映的资本性资产计价模

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ital rationing 资本分配 

在资本预算中，对一个时期所限定或

分配的资本支出。由于企业资金来源

通常是有限的，对于众多可接受的投

资项目，并不能全部满足其资金供应，

因而就有必要仅对优先的投资项目供

应资金，以保证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组

合提供最高的经济效益。 

Capital reserve 
资本公积

金 

英国用词。指股本溢价和重估盈余等。

即根据公司法不允许用于支付股利的

资金来源。其主要用途是用于公司未

来发展或意外事项。 

Capital stock 股本 英国称为 share stock。指一个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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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股份。其中包括普通股和优先

股。在资产负债表上，股本计列在贷

方，反映公司股东的投资。依法核定的

股本，称为核定股本(authorized stock)；

已收到的股款，称为实缴股本(paid-in 

stock)。 

Capital structure 股本结构 

或称财务结构(financing structure)。指

公司资本构成，亦即股东产权资本（其

中包括普通股、优先股和留存收益）与

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 

Capital turnover 
资本周转

率 

或 称 投 资 周 转 率 (investment 

turnover)。指一个企业的资本与一定

时期的销售净额相比较，所求出的周

转次数。 

Carrying amount 账面金额 

应付债券的账户余额（债券的票面金

额）减去未摊销的折价或加上未摊销

的溢价。 

Carrying value 

① 置存

价值 

② 抵押

品价

值 

① 置存价值 

指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book value)。

其中：厂房和设备是购置成本减累计

折旧；应收账款是扣除呆账备抵后的

变现净值；存货和有价证券则按成本

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② 抵押品价值 

指贷款银行对于作为抵押品的存货或

证券所定的价值，通常低于市价。 

Carry over 

① 结转

下期

扣

减，

① 结转下期扣减，移后扣减或称 

carry forward。一个既定年度的营业净

损金额，如果不能从以前年度的净收

益中扣减时，则可在以后年度的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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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后

扣减 

② 结转

库

存，

滚存

量 

益中扣减。 

② 结转库存，滚存量 

指从一个年度转入下一个年度的库存

量。 

Cash basis 

accounting 

现金收付

制会计，

收付实现

制会计 

在收到现金时确认收入，在支付现金

时确认费用，而不考虑收入和费用应

归属的时期的一种会计制度。 

Cash bonus 现金红利 

指企业将历年积存的收益，以现金分

配的形式分配给股东，而不是采取发

行红利股票(bonus stock)的方式；或指

付给职工超出固定薪金或工资的一笔

奖金。 

Cash budget 现金预算 

指未来会计期的现金收支计划。通常

是按月或按季编制，借以控制企业的

现金收支，从而避免未来时期出现现

金的多余或短缺。它主要包括两个组

成部分： 

(1) 现金收入部分； 

(2) 现金支出部分； 

Cash cow 现金牛 

指每个年度可以向总公司提供大量净

现金收入的子公司或产品产销分支机

构。 

Cash discount 现金折扣 

由于迅速付款而在销售价格上所作的

扣减。例如， “2/10，n(et)/30” ，表示

在 10 天内支付， 可按发货票价格打 

2%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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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必须在 30 天以内支付，但到期

时付款无折扣。 

Cash dividend 现金股利 企业将盈余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 

Cash equivalents 
现金等价

物 

在资产负债表中通常列示为现金项目

的高流动性投资。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表的一个部分，列示影响企

业对非流动资产投资的经济业务所产

生的现金流量。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表的一个部分，列示影响企

业对非流动资产投资的经济业务所产

生的现金流量。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表的一个部分，列示影响企

业净利润的经济业务所产生的现金流

量。 

Cash flow 

statement 

现金流转

表，现金

流量表 

用于替代资 金流量表 (funds flow 

statement) 或 财 务 状 况 变 动 表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financial 

position)的一个会计报表。主要用于反

映某一时期的现金收入和支出状况。

现金流量表是分析企业资产流动性和

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报表。 

Cash in banks 银行存款 存入银行各种账户的款项。 

Cash in transit 在途现金 

在公司与其他单位之间，或总公司和

子公司结算过程中的现金，在两者的

账公司上均未反映。 

Cash on hand 库存现金 
指企业持有的现金。包括纸币和辅币，

但不包括银行存款。 

Cash payback 

period 

现金回收

期 

预期从资本支出发生到以现金（或等

价物）形式完全收回投资所经历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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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payments 

journal 

现金支付

日记账 
记录所有现金付款的特殊账簿。 

Cash receipts 

journal 

现金收入

日记账 
记录所有现金收款的特殊账簿。 

Cash records 现金记录 

指有关现金收入和存取的记录和凭

证。其中包括现金收入日记账、现金支

出日记账、零用现金簿、支票登记簿、

注销支票、收入凭单、支出凭单，以及

所附的发货票等 

Cash turnover 

ratio 

现金周转

率 

反映企业现金周转速度的一项比率。

以企业一定时期的销售净额除以一的

平均现金余额可得出该比率。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PA) 

注册公共

会计师 

缩写为 CPA。取得注册公共会计师职

姓名后加注 CPA 字样。公司公布的年

度会计报表必须经注册公共会计师验

证，证实其真实可靠，借以保护投资人

和债权人的权益。 

Certificate of 

deposit 
存款单 

缩写为 CD。定期存款(time deposit)的

一种形式。商业银行对定期存款所开

出的正式票据。期限一般为 3 个月、

半年和 1 年。 

Ceiling price 最高限价 

政府管制价格的一种类型。即政府对

企业产品控制的最高价格，其目的是

防止产品的垄断和获取暴利。 

Centralization 集权 
指一个企业将集中于领导机构，仅允

许下属部门行使很小的经营权限。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公司登记

执照 

政府发给公司筹建人成立公司的证

件。在公司登记执照中，应载明公司的

名称、所在地、资本、认股金额、股数

及股东姓名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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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注册内部

审计师 

缩写为 CIA。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授予

的职称。凡具有三年内部审计工作经

验，并通过内部审计学原理、内部审计

技术，以及与内部审计有关的学科(例

如，统计抽样和电子数据处理)考试及

格，即可授予这个职称。 

Chairman’s report 
董事长报

告 

公司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极受股东的重视，

因为它通常包括某些非常重要的内

容，例如公司的未来发展计划。 

Charge 

①费用 

②留置

权 

① 费用  

指租金、利息和税金等间接费用。 

② 留置权 

指债权人以借款人的资产作为抵押

(mortgage)。 

Chattel 动产 

即 personal property。指不动产（土地、

建筑物、固定装置）以外的任何资产。

例如，货物和商品等。chattel 一词已

不常使用，而由 personal property 所

替代。 

Check 

① 支票 

② 检

查，

核对 

①  支票 

英国和加拿大的拼写法是 cheque。支

票是开给银行的票据，借以从开票人

的活期存款中支付一定数量的货币给

予指名的个人（或持票人）。 

②  检查，核对  

对数据记录的比较核对。 

Chief accountant 
总会计，

会计主任 

中小企业中主管会计工作人员的职

称。通常负责设计会计制度、编制会计

报表和分析会计报表工作；而大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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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会计主管人员则称为主计长

(controller)。 

Claim 索赔 

指根据法律或合同要求对方退款或赔

偿损失。例如索赔人(claimer)由于被索

赔人(claimee)违约而蒙受经济损失，

而提出索赔要求。 

Clearing account 

① 暂 记

账

户 ，

过 渡

账户 

② 往 来

账户 

① 暂记账户，过渡账户 

一个账户中的余额在会计期结束所须

转到的另一个账户。 

② 往来账户 

票据交换往来账户在银行之间进行票

据交换所使用的往来账户 (current 

account). 

Closing date 

① 结账

日期 

② 截止

日期 

① 结账日期 

指编制会计报表，结算出各账户的本

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的日期，通常是

在一个会计期的期末。 

② 截止日期 

或指某项经济业务的截止时期(cutoff 

date)，即尚未到会计期的期末即截止

某项经济业务，以便于实地盘存或审

查账目。 

Closing entry 结转分录 

将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结转于本期

损益汇总账户的分录。结账分录是用

于虚账户(nominal account)的分录，而

不是用于实账户(real account)的分录。

在损益汇总账户中结算出净收益，再

结转至留存收益账户。 

Closing process 结账 
将收入、费用账户的余额结转到收益

汇总账户，使这些临时性账户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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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再将收益汇总账户余额和业主

提款账户转入所有者资本账户的结转

过程。 

Code 

① 代

号，

代码 

② 法

规，

守则 

① 代号，代码  

或称 code number。指在发货票、凭单

或其他凭证上的标识数字或符号。  

② 法规，守则  

指政府或专业协会制定的法规或守

则。 

Collusion 串通舞弊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员互相串通，

从事舞弊或欺诈(fraud)行为。建立健

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internal control 

system)可以有效地防止串通舞弊行为

的发生。 

Combination 企业合并 

即企业合并(business combination)。其

中包括兼并  (merger) 、创立合并

(consolidation)和控股(control interest)

三种式。 

Combination 

strategy 
组合战略 

包括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企业

战略。 

Comfort letter 安慰信函 

指金融界普遍使用的非正式担保信

函。例如，母公司向子公司的客户表

示，它愿意为子公司仅承担道义责任。

但由于不是正式担保，而起不到实际

的保证作用。 

Commission 
佣金，手

续费 

按业务活动量（销售额）给予推销员或

代理商的报酬。这种报酬通常以百分

率表示。主要适用于难以销售的商品。

例如，汽车和人寿保险等。 

Common cost 共同成本 由生产几种产品或几个部门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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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如机器）或劳务（如火灾保险）

的成本。它必须在产品或部门之间进

行分配。不应把共同成本和联产品成

本(joint cost)看作是同义词。联产品的

产生是物质的自然过程，而共同成本

则随经营管理决策而改变。 

Common stock 普通股 

英国称为 ordinary share。是公司股票

的一种类型。这种股票是在支付了优

先股的股利后，根据公司的实际收益

支付股利，并享有股票升值的好处。普

通股通常享有投票权(voting right)，即

投票选举董事以管理公司的权利。公

司所发行的普通股是按票面或议定价

值反映于股东产权项下。 

Company 公司 

缩写为 Co.。在狭义上，仅指有限公

司，即 corporation；但在广义上，则

泛指任何形式的企业组织，其中包括

合伙企业 (partnership) 和独资企业

(proprietorship)。 

Comparability 可比性 

根据会计的一致性原则 (consistency 

principle)，不同时期或不同企业单位

的会计账户分类、会计原则、程序和方

法，以及会计报表格式，必须是相同

的，以便于报表使用者可以相互比较。 

Compliance test 

符合规章

抽查， 

符合性抽

查 

为 了 证 实 企 业 的 内 部 会 计 控 制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制度是否

有效地实施而从事的一种抽查，据此

可确定实施实质性抽查 (substantive 

test)所需要的范围和程度。 

Compound 复利 根据本金加以前未支付的利息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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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的利息。即将到期利息转入本金。 

Comprehensive 

income 
综合收益 

指一个会计期内企业资产净值 (net 

assets)或业主产权(owners’ equity)的

实际增加额。其中不仅包括损益表所

反映的本期净收益，而 且 还包括资

产置存收益(holding gains)和资产重估

增值。 

Compulsory 

liquidation 
强制清算 

指根据法院命令而进行的清算。通常

是由于无力偿还债务引起的。 

Computer-aided 

audit 

电子计算

机辅助审

计 

指在审计过程中使用电子计算机收集

证据和抽选样本。 

Computerized 

accounting 

电算会计

化 

指在会计工作中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

机，以电子数据处理代替人工操作。 

Concealment 
隐瞒，匿

报 

指有意隐瞒真实情况，其目的是为了

获得非法利益。例如，隐匿资产

(concealment of assets)是指企业在破

产时匿报一部分资产，以减少对债权

人的赔偿。 

Conceptual 

framework 

概念构

架，概念

体系 

指制定会计准则(accounting standard)

所依据的基础概念。它不仅包括狭义

的会计概念，即对会计基本要素，例如

资产和负债等所下的定义，而且还包

括会计目标和会计假设等内容。 

Confirmation letter 

询 证 信

函，查证

信函 

指企业为核实应收应付款项，向供应

单位或客户发出的信函。询证信函通

常是由审计人员发出，如果要求企业

客户不论账户金额是否正确，必须函

复给审计人员者，称为正面询证

(positive confirmation)信函。如果仅要



 

34 
 

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求在账户余额不符时才函复，则称为

反面询证(negative confirmation)信函。 

Consistency 一致性 

指 一 项 会 计 原 则 (accounting 

principle)，即不同时期的会计程序和

方法应保持一致。例如资产计价方法、

折旧计提方法、应计和递延账项的处

理方法等，要求前后保持一致，以利于

对不同时期的会计报表进行比较，从

而预测企业的未来收益变动趋势。一

个会计单位采用某种会计方法后，应

在以后相当长的会计期间连续地使

用。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合并财务

报表，合

并会计报

表 

总公司所发表的反映整个集团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报表。其中包括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损益表和合并

现金流量表。由于总公司和子公司的

合并会计报表应反映一个企业整体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而在总公司

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往

来业务事项必须予以销除，以免重复

虚列。 

Construction work 

in process 
在建工程 

缩写为 CWIP。建筑企业所使用的存货

计算方法。这个存货账户反映未完工

程项目的建筑成本(construction cost)。 

Contingency 

意 外 事

项，或有

事项 

将来有可能性，但目前尚难预测的事

项。有可能使企业在未来发生损失者，

称为或有损失(contingent loss)；有可能

使企业在未来获得收益者，称为或有

收益(contingent gain)。有可能使企业

获得资产者，称为或有资产(conti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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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反之，有可能使企业增加负债

者，称为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y). 

Contingent gain 

或 有 收

益，或有

利得 

指在不确定情况下，使企业在未来有

可能获得偶生性收益。例如，在未决诉

讼案件中，向对方要求的赔偿。根据会

计的稳健性原则，或有收益仅应反映

于会计报表的附注。 

Contingent loss 或有损失 
指在不确定情况下，使企业在未来有

可能发生的损失。 

Continuous 

budgeting 

连 续 预

算，滚动

预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间断地续编，从

而始终保持相同时间长度和有效期的

预算。而传统的定期预算的有效期，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缩短，因而会削

弱预算的控制作用。 

Contra account 备抵账户 

或称 offset account。用于抵减另一账

户的余额而设置的账户，因而也称为

计价备抵账户 (valuation allowance 

account)。例如，累计折旧(accumulated 

depreciation)账户是固定资产账户的

抵销账户，可以由此反映固定资产的

净值。 

Contribution 边际贡献 

contribution margin = sales −

variable cost 即 边际贡献 = 销售收入

− 变动成本。 

Contribution 

margin ratio 

边际贡献

率 

或 称边际 收益率 (marginal income 

ratio) 。其计算公式如下：贡献毛利率

=
销售收入−变动费用

销售收入
 

Controllable cost 
可控制成

本 

可以由业务部门管理人员控制的成

本。即由产量、效率和管理决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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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数额大小的成本。通常 指变动

成本(variable cost)。例如，直接材料和

直接人工等。区分可控制成本和不可

控制成本，对于正确评价业务部门管

理人员的经营业绩是很有必要的。 

Controllable 

variance 
可控差异 

实际变动制造费用与标准产品预算下

变动制造费用之间的差异。 

Controlling 

account 
控制账户 

总分类账中的账户，用以加总各明细

分类账的余额。 

Convention 
惯例，常

规 

未经过会计立法的会计程序和方法。

例如，账户记录以左方为借方，右方为

贷方。一项常规的采用，在历史上可能

是偶然的，但在采用以后，即成为公认

的会计实务(accounting practice). 

Conversion costs 加工成本 直接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的合计。 

Copyright 版权 

由国家和法律所设定并给予著作者的

特权。著作者据以享有其著作出版发

行及其他的收益。企业的版权，按其购

买价格计列为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

摊销。实际上版权产生经济效益的年

限远远低于法定年限。版权的摊销期

限由各国版权法规定。英国的版权法

定年限为 50 年。 

Corporation 公司 

指由政府批准的、根据章程从事经营

的股份所有制企业。它是独立于股东

的法律个体。公司的优点是：可以向社

会公众集资，筹集较多的资金，股东负

有限责任，股权容易转移，以及由专业

人员负责经营管理。公司按所有制不

同 ， 可 分 为 公 营 (public) 或 私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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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Cost 成本 

指取得资产或劳务的支出。例如原始

购置成本(original acquisition cost)和重

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当资产或劳

务 耗 用 以 后 ， 成 本 就 成 为 费 用

(expense)。 

Cost accounting 

system 

成本会计

系统 

管理会计的一个分支，为编制财务报

告和决策而归集制造成本的一个系

统。 

Cost allocation 

成 本 分

摊，成本

分配 

或 称  cost apportionment, cost 

distribution。成本分配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的内容： 

(1) 确定成本计算对象，例如，产品或

部门； 

(2) 向成本计算对象归集成本，其中包

括制造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3) 选择分配基准(allocation base)，例

如，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 

Cost behavior 成本性态 
成本随作业基础（动因）而变化的方

式。 

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效益

分析 

对投资项目的若干方案进行评价的一

种技术。即比较其预期成本和收益，并

选择其中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案。 

Cost center 成本中心 

指归集和分配费用的单位。每个工业

企业为了划分所属各生产部门成本计

算和控制的职责范围，通常设立若干

个成本中心。 

成本中心并无控制销售收入的职责。 

Cost classification 成本分类 
对成本项目按其特征所作的归类。有

以下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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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对外报表或成本用途分类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可以划分为

产品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

财务费用；  

(2)  按内部经营管理报表分类，可以

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  

(3)  按成本的发生时间分类，可以分

为历史成本和现时成本；  

(4)  按成本分配方法分类，可以分为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5)  按管理要求分类，可以分为可控

制成本和不可控制成本。 

Cost of capital 资本成本 

指企业各种不同类型资本（产权资本

和债权资本）成本的总和。任何一项新

投资所获得的最低收益率，必须高于

资本成本。 

Cost of good sold 

产品销售

成本，销

货成本 

或称  cost of sales。缩写为  CGS 或

COGS。指 

已销售产成品的成本 =

期初库存产成品成本 +

生产或购入产成品成本 −

期末库存产成品成本。  

销货成本是损益账户(profit and loss 

account)中的一项重要数据，可据以计

算毛利。 

Cost of goods sold 

budget 

产品销售

成本预算 

一种预计所销售产品消耗的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预算。 

Cost per 

equivalent unit 

单位约当

产量成本 

用来在完工产品和部分完工产品之间

分配成本的一个比率。 

Cost-plus pricing 成本加成 指制定产品价格时，以产品成本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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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法 础，加上一个固定的百分率（例如 20%

或 30%），作为产品的销售价格。跨国

公司各子公司产品的内部划拨价格

(internatransfer price)，通常采用这种

计价法。 

Cost price 

approach 

成本价格

法 

以成本作为转移价格制定基础的一种

转移定价方法。 

Cost variance 

analysis 

成本差异

分析 

反映实际成本同标准成本或预算成本

之间差异的分析。找出发生差异的主

要原因后，即可采取降低成本的有效

措施。 

Cost-volume-profit 

analysis 

本－量－

利分析 

缩写为 CVP analysis。分析成本和销量

变动对利润影响的一种方法。采用这

种分析方法必须区分固定成本 (fixed 

cost)和变动成本(variable cost)。这种方

法可用于调整产品售价、开发新的销

售地区和扩大销售数量等各种不同经

营决策评价。 

Cost-volume-profit 

chart 

本－量－

利图 

帮助管理者理解成本、费用、销售收入

与经营利润及损失的关系的一个图

表。 

Credit note 
贷方通知

单 

指销货人通知购货人所使用的一种单

据。由于多计货价错误、退货或折让而

贷记（减少）应收账款账户。 

Credit 贷记 将一定金额记入账户的右方。 

Credit sale 赊销 

在交付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同时不收取

现款，而允许在以后付款的一种结算

方式。在经济和信用发达国家大多数

企业是采用赊销方式，而不是现销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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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terms 信用条件 

指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企业履行的条

件。其中包括利率的高低，期限的长

短，是否需要抵押品和其他有关条款。 

Critical path 

analysis 

关键路径

分析 

于  1957 年发明的一种计划网络技

术。通过计划网络图表，可以确定一项

复杂工程的各项任务所需要的施工顺

序和完成日期。网络中的最长路径，称

为关键路径。通过对关键路径的分析，

可以缩短总的施工时间，提高工效和

降低成本。 

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 

累积优先

股 

有权在给普通股发放股利之前获得当

期及前期股利的优先股。 

Currency exchange 

货币兑

换，货币

互换 

或称 currency swap。指本国货币与外

国货币的兑换业务。 

Current assets 流动资产 

指现金和预期能在企业的一个营业周

期或一年内转换为现金的其他资产。

流动资产通常划分为五大类，即：现

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存货和预付

款。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动负债 

或称 circulating liability。指在一个营

业周期或一年内，必须清偿的债务或

其他款项。其中主要包括短期银行借

款、应付账款、应付费用、应付短期票

据，以及本年到期的长期债务。 

Current ratio 流动比率 

反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的一项比

率。其计算方法是以流动资产总额除

以流动负债总额。流动比率越高，保证

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就越高。 

Currently 当前可达 在合理的努力之下能够达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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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inable 

standards 

标准 

Customs office 海关 
或称 customs house。负责征收关税和

检查走私的政府机构。 

Cutoff test 

截 止 抽

查，截账

抽查 

审计用词。指审计人员所进行的一项

审计程序。用于检查企业在决算日前

后发生的经济业务，是否已正确地记

录于所应计列的会计期。 

D 

Data 数据 

指任何数字、字母或符号。特别是指准

备处理或准备输入电子计算机的数

字、字母或符号。数据经过处理以后就

产出信息(information)。 

Data base 数据库 

缩写为 DB。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档案 (file)的一个大型综合的组织结

构。其数据能提供多方面应用，而尽可

能不重复。许多终端机使用者存取数

据库中的数据时，必须通过数据库管

理系(DBMS)。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数据库管

理 

系统 

缩写为 DBMS。指专门用于存取和管

理数据的电子计算机。它是一种软件。

会计师和审计师通过简单的操作，即

可存取数据。 

Data processing 数据处理 
缩写为 DP。指对数据的收集、分类、

计算、汇总和记录的过程。 

Date of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

表日，结

账日 

指结账和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日期。大

多数企业的该日期是 12 月 31 日。 

Debenture(bond) 信用债 一种最普通的公司债券。信用债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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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无担

保债券 

指所发行的债券不以有形资产作为抵

押品(collateral)或作为留置(lien)。通常

由信用较好的大公司发行。由于信用

债券没有抵押品作为担保，因而须在

债券契约中列出保护性条款。 

Debit 
借方，借

记 

指在一个账户的左方记一项分录。如

属资产和费用账户，借方表示增加；如

属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收入账户，借方

表示减少。 

Debit note 
借项通知

单 

买方通知卖方已借记该卖方应付账款

账户的一种表格。 

Debt 债务 

由于欠其他单位的债务而承担的付款

义务。它是期票、债券、银行借款等所

欠金额的总称。 

Debtor 债务人 
指欠有债务并承担偿还的法律责任的

企业或个人。 

Debt ratio 债务比率 
即债务对资产总额比率(debt to total 

assets ratio)。 

Debt to equity 

ratio 

债务对产

权比率 

是反映一个公司的债务对股东投入资

本的一项财务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债务对产权比率= 负债总额 / 产权

资本 

Decentralization 分权 
指一个企业将经营和财务管理职权分

配给下属机构。 

Decision tree 决策树 

企业的经营决策并非是在某一时点一

次完成的，最后的经营决策，是一步步

推导出来的，而每一步骤均以上一步

骤的结果的结果作为依据。将各个步

骤的关系画成图表，很像一棵树的分

支，因而称为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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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of 

bankruptcy 
破产公告 

指企业在无力支付债务时，宣布破产

清偿的正式文件。 

Declaration of 

dividend 
宣告股利 

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年度收益或历年

留存收益分配给股东。在宣告日期

(declaration date)确认应付股利为一项

法定负债。 

Deed of trust 信托契据 

将不动产将给受托管理人(trustee)代

为出租或处理而订立契约。公司因发

行信用或抵押债券，与受托管理人订

立的契约，亦称 indenture。其中载明

债券发行的条件、债券偿还方式，以及

偿债基金的管理等内容。 

Defalcation 
挪用，侵

吞 

指出纳员或受托管理人挪用和侵吞现

金和财产。通常是通过窜改账簿

(falsification of accounts)进行的。 

Default 
违约，拖

欠 

指债务到期时未能支付利息或本金。

在债务人不能偿付债务的情况下，债

权人应采取适当措施，或向保证人追

索，或处理抵押品，或依法起诉。如果

银行贷款的分期还款违约，则视全部

贷款立即到期；到期利息应加入本金，

按复利计息。 

Default notice 
违约通知

书 

债权人或卖主按规定格式向债务人或

分期付款人所提出的债务过期通知

书。债权人或卖主有权处理抵押品或

收回已销商品。 

Default risk 

违约风

险，拖欠

风险 

指发行债券的企业无法支付本金和利

息的风险。 

Deferred annuity 递延年金 指一项年金在第一期期末以后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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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才开始支付。 

Deferred asset 递延资产 

指费用已经支付，但尚未获得效益，因

而在以后费用摊销时才确认。例如，开

办费和新产品生产准备成本等。因为

是借方余额账户，所以亦称递延借项

(deferred debit)或递延资产 (deferred 

asset). 

Deferred liability 递延负债 

指尚未挣得而预收的收入或收益。例

如，预收租金、预收运费等项目。即顾

客的预付款。 

Deficit 

①  亏

损 

②  赤

字 

① 亏损 

指一个企业的营业收入小于营业费

用，使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账户

为借方余额，即负留存收益，反映企业

资本的减损。 

② 赤字 

指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的差额。 

Deflation 通货紧缩 

指通货（包括信用）数量与商品交易量

比较，通货数量相对较少，因而币值提

高，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对消费者和债

权人固然有利，但对生产者和债务人

则不利。长期通货紧缩必然导致减退

和经济萧条。 

Demand 需求 
指企业或个人按一定价格购买某种商

品或劳务的支付能力。 

Depreciation 
① 折旧 

② 贬值 

① 折旧 

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磨损或陈旧等因

素，价值降低。固定资产折旧是依据收

益期（折旧年限）系统分配固定资产价

值（原始购置成本或现时重置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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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② 贬值 

一项实物资产或货币价值的降低。 

Differential 

analysis 

差异分析

法 

指对一项未来经营活动的几个不同选

择方案的收入和成本进行分析。不同

选择方案的收入和成本的差额，称为

差异。差异分析法的特点，是不分析其

相同的因素，而仅分析其不同因素的

影响。 

Differential cost 差异成本 
某一特定方案与备选方案之间预期成

本的差额。 

Differential 

revenue 
差异收入 

某一特定方案与备选方案之间预期收

入的差额。 

Differential 

strategy 

差异化战

略 

设计并生产独特产品或提供特色服务

而使消费者愿意为之支付额外价格的

一种企业策略。 

Dilution 

产 权 稀

释，产权

削弱 

产权的相对损失或削弱。例如，由于增

加股票的发行，但企业资产数额并未

相应地增加，而引起每股股票收益或

票面价值的降低。 

Direct costing 
直接成本

计算法 

更确切的名称为变动成本计算法

(variable costing)。 

直接成本计算法下的产品成本仅包括

以下三个成本项目： 

(1) 直接材料； 

(2) 直接人工； 

(3) 变动间接费用。 

Direct labor cost 
直接人工

成本 

直接参与将原材料转换为完工产品工

作的工厂工人的工资。 

Direct labor rate 直接人工 生产某一产品支付直接人工的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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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 工资率差

异 

资率与标准工资率之间的差异所引起

的成本差异。 

Direct labor time 

variance 

直接人工

工时差异 

生产某一产品实际耗费的工时与标准

工时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成本差异。 

Direct materials 

cost 

直接材料

成本 

作为完工产品组成部分的原材料的成

本。 

Direct materials 

price variance 

直接材料

价格差异 

生产某一产品耗费原材料的实际价格

与标准价格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成本

差异。 

Direct materials 

purchases budget 

直接材料

采购预算 

以生产预算为起点来决定需采购的原

材料数量的预算。 

Direct materials 

quantity variance 

直接材料

数量差异 

生产某一产品耗费原材料的实际数量

与标准数量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成本

差异。 

Direct method 直接法 

报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将经营现金收入和经营现金

支出的差额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Direct tax 直接税 

其负担大部分须由纳税人自己承担而

不能转嫁给别人的税收。例如，个人所

得税和财产税。其优点是可以直接查

定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而使税负合理，

缺点是纳税人容易感觉负担过重而设

法偷税。 

Director 董事 

由公司股东选出的组成董事会的人

员 。 其 中 包 括 外 部 董 事 (outside 

director)和内部董事(inside director)。

公司董事对会计报表上弄虚作假和浪

费资源负有个人责任。 

Discharge 
解除债

务，清偿 

指一个破产企业债务已清偿，法定债

务因而解除，从而使债务人获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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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营起点。 

Disclaimer 
拒绝表示

意见 

审计报告的一种类型。表明审计师不

能对企业的会计报表表示意见。如果

审计人员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存

在严重缺陷，或是由于企业主管人员

的干预，致使审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未能进行存货盘 

点或应收账款函证，即应签发拒绝表

示意见书。独立审计师签发拒绝表示

意见书，对被审计企业是非常不利的。 

Disclosure 披露 

指在公司公布的会计报表中，通过会

计报表和附注(footnote)，以及补充会

计报表，充分阐明有关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有关事项。 

Discontinued 

operations 
停止经营 

停止经营企业的一条主生产线或某组

成部分如分部、部门或特定的客户。 

Discount 

① 折现 

② 贴

现，

贴现

息 

③ 折

扣，

折价 

① 折现 

一 项 未 来价 值 (future value)与现

值(present value)的差额。在投资项目

评价(project appraisal)中，指一个投资

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future cash flow)

与其现值的差额。 

② 贴现，贴现息 

指债券或期票的票面价值(par value)

超过支付金额的差额。 

③ 折扣，折价 

在销售和采购中，对较早支付现金或

采购数量较大而在价格上所作的折

让。对较早支付现金给予一定的折扣，

称为现金折扣(cash discount)；对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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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大给予一定的折扣，称为商业

折 扣 (trade discount) 或 数 量 折 扣

(quantity discount)。 

Discount rate 
贴现率，

折现率 

指商业银行和贴现公司等金融机构贴

现票据所使用的利率，其高低决定于

兑现日期的长短和风险的大小；或指

将未来收益折算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

或资本成本率(cost of capital)。 

Disposal 
清理，变

卖 

指对企业固定资产的变卖。通常是在

关闭某个分支机构或整个企业时所进

行的资产变卖。 

Dissolution of 

company 
公司解散 

指有限公司停止营业，从而结束其作

为经济实体的存在。其中包括自愿清

算 (voluntary liquidation) 和强迫清算

(compulsory liquidation)。 

Dividend 
股息，股

利 

指公司依据股东拥有的股份所分配的

收益。例如，现金股利(cash dividend)、

股票股利(stock dividend) 、财产股利

(dividend in kind)。 

Dividend yield 
股利收益

率 

在某一特定日期将年度支付的普通股

每股股利除以每股市价而计算的比

率，它代表以现金股利表现的股东收

益率。 

Division 分部 

一个大型公司为了便于管理，通常按

其经营业务的不同，划分为若干分部，

一个分部有下属若干个工厂或部门，

各分部通常均具有一定的独立的经营

权限。它通常既是一个利润中心(profit 

center) ， 又 是 一 个 投 资 中 心

(invest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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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declining-

balance method of 

depreciation 

双倍余额

递减折旧

法 

缩写为 DDB。快速折旧法(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method)的一种。与余额

递减折旧法不同，其不变的折旧率是

直线折旧法的两倍。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复式簿记 

记录经济业务通常采用的方法。在复

式簿记中，对每项经济业务均采用双

重分录，自行平衡地记录于两个账户。

其会计等式为： 

资产 = 负债 + 业主产权 

其借贷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借方记录 贷方记录 

资产的增加 

负债的减少 

费用和损失

的发生 

资产的减少 

负债的增加 

收入和收益

的发生 
 

Drawings 提款 

对独资业主(sole proprietor)或合伙人

(partner)的支付。其性质相当于公司股

利的支付。 

DuPont formula 杜邦公式 
一种投资回报的扩展表达，它通过将

销售利润率与投资周转率相乘而得。 

E 

Earnings 

收益，盈

余 

劳动所

得，劳动

收入 

一个年度的企业净收益(net income)。

指职工的工资(wage)或薪金(salary)等

报酬。即 earned income。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息税前收

益 

缩写为 EBIT。指在计算企业净收益过

程中，尚未扣除借入资本利息和所税。 

Earnings per share 每股收益 缩写为 EPS。指公司的净收益减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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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股股利后，除以已发行的普通股数

量。普通股股东的投资，是以股份为单

位，所以，他们最关心的是每股收益情

况，而不是收益总额多少。 

Earnings per 

common share 

(EPS) on common 

stock 

普通股每

股收益 

一个获利能力比率，等于普通股股东

可获得的净利润除以在外流通的股

数。 

E-commerce 电子商务 利用因特网经营企业的经济业务。 

Economic entity 

经济主

体，经济

实体 

一个具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并独立从

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单位。例如一个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或公司。 

Economic order 

quantity 

经济订货

量 

或称最优

订货量 

(optimum order quatity)。缩写为 EOQ。

指在满足生产供应的情况下，为保持

最小的存货成本（包括订货成本和储

存成本），每批所应当采购的数量。 

Economic value 经济价值 

指一项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

折算成的现价(present value)。而不是

指会计账面价值(book value)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实际利率 

指一项贷款或一项投资的实际利率。

例如，某个企业获得 10 000 美元贷

款，贴现率为  10%，补偿性存款额

(compensating balance)为 5%，则其实

际利率为： 

1000

10000 − 1000 − 5000
= 11.8% 

或指按证券的市场价格，而不是按票

面价值所计算的利率。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system 

电子资金

转账系统 

缩写为  EFTS。或称电子银行业务

(electronic banking)。使用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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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S) 终端机处理经济业务并结算企业之间

的往来账款。通过电子计算机终端机

等设备，银行客户可以不用开支票，就

能将其存款转付给其他客户。 

Elements of 

internal control 

内部控制

要素 

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

与交流以及监控。 

Emoluments 
报酬，酬

金 

指对非公司职工所支付的酬金；尤指

对公司董事所支付酬金。根据英国公

司法，有关董事酬金的会计信息，必须

在公司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Employee fraud 员工舞弊 

指职工贪污、盗窃企业的现金或资产。

揭露和防止职工的舞弊行为，是企业

内部审计人员的一项重要职责。 

Employee pension 
职工退休

金 
企业向退休职工所支付的固定津贴。 

Employee’s 

earnings record 

员工收入

记录 
记录员工收入的详细记录。 

Engagement letter 审计聘函 

注册公共会计师发给客户的信函。说

明审计工作的范围，承担的审计责任，

以及计算审计费用的标准等。如果企

业同意聘函中所提出的条件，即可在

聘函上签字，退回给注册公共会计师

作为正式聘约。 

Enterprise 企业 
指经营某一种业务活动的工商业组织

机构。通常指一个会计个体。 

Entertainment 

expense 

交际费，

招待费 

企业为了顺利地开展务，招待客户所

花费的费用。 

Entry 
分录，入

账 

指在日记账或分类账上对一项经济业

务所作的记录。 

Equity 产权，业 指对企业资产所拥有的权益(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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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权 业主产权(owner‘s equity)亦称为资本

净值(net worth)，即资产减负债。在独

资企业中，其拥有者是合伙人；在公司

中则是股东。但从会计个体论(entity 

theory)角度看，广义的企业产权概念，

除业主产权外，还包括债权人的产权。

通常以 equity 的复数即 equities 来表

示。 

Equity capital 产权资本 由企业业主或股东所提供的资本。 

Equity method 权益法 

合并会 计 报表(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的一种编制方法。适用于控

股公司控制子公司 20%~50%的股份。

这种账务处理方法，是指在控股公司

的子公司“投资”账户中，反映其拥有

的子公司的净资产份额及其不断变化

的情况。 

Equivalent units 约当产量 

或称 equivalent production。主要应用

于分步成本计算法(process costing)。即

根据完工程度，将在产品折合成相当

于完工产品的单位数量，以便计算产

品成本。例如，期末的在产品数量为

1000 件，完工程度为 80%，则其约当

产量是 800 件。 

Ethics 
道德，职

业道德 
指财会专业人员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European option 欧式期权 
指购买远期证券的权利，仅可以在期

满之日行使。 

Executive director 

执行董

事，常务

董事 

指董事会中的一名负有公司业务管理

职责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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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费用 

产生营业收入所消耗的资产成本。它

是一项耗用掉的资产。费用一词，有时

被称为已耗用成本(expired cost)。已耗

用资产成本为费用，而耗用资产成本

为资产。因而  不  应  与  支  出 

(expenditure) 或 支 付(disbursement)

的词义相混淆。以营业收入减费用（包

括销货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即为净收益(net income)。 

Ex-rights 除权 

缩写为 XR。指购股权已由出售者留下

或已失效。即在所销售的股票中已不

具有按一定折扣购买新发行股票的权

利。与附权(cum-rights)的词义不同，后

者在销售的股票中附有购买新发行股

票的权利。 

External auditor 
外部审计

师 

即注册公共会计师。企业会计报表通

常须经领有注册执照的公共会计师，

遵循公认审计准则进行审核，并将其

结果以审计报告的方式公布于众，以

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External financing 外部筹资 

从企业外部筹措资金，而不是依靠企

业内部积累（留存收益）。外部筹资既

包括发行股份，也包括发行债券或从

银行借款。 

Externalities 外部效应 

指一个企业单位的经营活动，对整个

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因

素，即外部效益 (external benefit) 和

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 

Extraordinary gain 

and loss 

非常损

益，特 

指一项金额相当大的收益或损失项

目，并具有偶然发生的性质。例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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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损益 国政府以强制方式征用企业财产所发

生的损失；发生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

失等。应在损益表中予以单独披露。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非常股东

大 

会，特别

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在法定或年度股东大会以

外召集的全体股东大会。通常是了为

研究一些紧急财务问题。 

Extraordinary 

items 
非常项目 

它是指以下事项和交易： 

(1) 与日常经营活动有重大不同的（不

经常的）。 

(2) 不经常发生的。 

F 

Face value 
票面价

值，面值 

或称 par value, nominal value。指债

券、票据、其他证券票面上的金额。不

包括利息。票面金额与原始售价、现时

市价价格并不一定相同。 

Factory cost 工厂成本 
其中包括直接制造成本和间接制造成

本。 

Fairness 
公正性，

公允性 

形容会计报表真实可靠地反映了企业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且认为企

业的会计账务处理符合现行的会计准

则。 

Favorable variance 
有利差

异，顺差 

指实际收入高于预算收入；或指实际

成本低于标准或预算成本。 

Feasibility analysis 
可行性分

析 

对一项投资决策是否实际可行所作的

分析。其中包括技术可行性(technical 

feasibility) 和经 济可行性 (economic 

feasibility)的分析。 

Feedback 反馈 指电子计算机有能力将一个步骤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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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返送给下一个逻辑步骤。或指

定期提供经营成果的信息系统，以实

绩同预算相对比，分析存在的问题并

采取改进的措施。 

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 

一个企业对本会计期所发生的经济业

务的记录和汇总，并将企业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报告给外界的报表使用

者，例如股东、债权人、政府主管机构

等。财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企业外界

提供报表，因而也称为外部会计

(external accounting)。 

Financial asset 
金融性资

产 

指企业所拥有的有价证券和流通票据

等。 

Financial crisis 财务危机 
指财务状况恶化，长期出现财务亏绌，

无力偿还已到期的债务。 

Financial expense 财务费用 

指为企业筹集资金所发生的费用，而

不是企业经营业务所直接发生的费

用。例如，债务利息、债券折价等。 

Financial lease 融资租赁 
承借人在借到一笔资金时，即获得一

项需要摊销的资产。 

Financial ratio 

analysis 

财务比率

分析 

财务分析(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财务比率的计算是比较

简单的，但对它加以说明和解释则是

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因而需要具有较

深的专业知识。 

Financial risk 财务风险 

指无力偿付到期债务的风险。例如，一

个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不足

以偿还借入资本的本金和利息。 

Financial 

statements 
财务报表 

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

量表(statement of cash flows)。在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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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情况下，还需要编制物价变动会

计补充报表。 

Financing 

筹措资

金，融通

资金 

指筹措或提供资金的业务活动。包括

发行股票、债券和筹措银行贷款等。 

Financing cost 筹资成本 

指筹措经营资金所承担的成本。其中

包括：发行股票向股东支付的股利，发

行债券向后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利息和

债券折价，以及银行贷款利息等。 

Fine 
罚金，罚

款 

对违犯政府法令所征收的惩罚性费

用。 

Finished goods 
完工产成

品 

指制造企业中完工待销的产品。在资

产负债表中，产成品存货列为流动资

产。 

Finished goods 

inventory 

产成品存

货 

指制造企业中完工待销的产品。在资

产负债表中，产成品存货列为流动资

产。 

Finished goods 

turnover 

产成品周

转率 

分析资金使用效率的一项指标。其计

算 公 式 为 ： 产成品周转率 =

产成品年度总成本

产成本存货年度平均余额
 

First-in, first-out 

(FIFO) method 

先进先出

法 

缩写为 FIFO。一种存货计价方法和存

货流转假定(inventory assumption)，即

假定商品存货是按购进顺序销售给客

户，亦即假定期末存货是最近购进的，

而已经销售的存货则是最先购进的。 

Fiscal year 

会计年

度，财政

年度 

英国称为财务年度(financial year)。缩

写为 FY。指一个企业选择连续 12 个

月作为其会计年度。大多数企业采用

日历年度(calenda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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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 assets 固定资产 

或称长期资产(long-term asset)。在会

计报表中，通常称为财产、厂房和设备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指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产，而

不是向客户出售的固定资产。其使用

期限须超过 1 年以上。其中包括土地、

厂房、机器和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一个

主要特点，是需要按期计提折旧

(depreciation)。固定资产包括无形资

产。 

Fixed asset 

impairment 

固定资产

减值 

当固定资产的市价低于其账面价值，

并预计不可恢复时产生的状况。 

Fixed costs 固定成本 

或称不变成本(constant cost)、非变动

成本(non-variable cost)。指一项支出或

费用，至少在短期内不随产量而变动。 

Fixed overhead 
固定间接

费用 

间接费用可以分别固定间接费用和变

动间接费用。固定间接费用是不随产

量而变动的费用。其中包括折旧费、保

险费、租金、财产税，以及生产管理人

员工资等。 

Flexible budget 弹性预算 

或称变动预算(variable budget)、动态

预算(dynamic budget)。是在几个不同

的业务量基础上编制的预算，并且区

分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由于它包括

几个不同业务量的预算金额，因而可

以随着业务量变化而自动调整预算金

额。 

Floatation cost 发行成本 发行股票或债券所发生的费用。 

Flow chart 
流转图

表，流程

指反映货币、商品或其他经济要素在

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阶段流转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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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图表；或指会计信息系统的数据处理

程序图表。编制流程图表，是编制电子

计算机程序的第一步，可为会计数据

的处理程序提供一个清晰的图表分

析。 

Forecast 预测 

对企业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作

的估计。在企业管理部门对股东的年

度报告中，通常包括各种财务预测数

据和预测报表。 

Foreign currency 外币 
指国外任何一个国家作为流通媒介的

货币。 

Foreign currency 

translation 
外币折算 

指通过外汇兑换率，将会计报表的货

币金额折算为另一种货币金额。总公

司为了统一管理和控制整个公司的经

营，并向国内外的投资人和债权人报

告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在编制合并会计报 

表时，必须将国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会计报表中的职能货币 (functional 

currency)，折算为总公司所使用的报

告货币(reporting currency)。 

Foreign exchange 

rate 
外汇汇率 

一个国家的货币与另一个国家的货币

的比率。 

Foreign exchange 

risk 
外汇风险 

指由于外汇汇率难以预料的变化，持

有外汇或进行外汇结算时可能发生的

损失。近年来，由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

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汇率波动幅度越

来越大，持有外汇发生损失的风险亦

相应加大。外汇损益(foreign exchange 

gain or loss)已成为会计报表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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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项目。加强外汇风险管理 (foreign 

exchange risk management)亦是现代

财务管理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Franchise 

特许经销

权，专营

权 

指政府授予一个企业从事某种劳务或

经营活动的特权。例如，经营公用事业

的企业必须经政府授予特许权；或指

一 个 零 售 企 业 ， 即 承 许 企 业

(franchisee)经销一个大型工业企业，

即特许企业(franchisor)产品的经销权。

承许企业须向特许企业支付一笔数额

较大的特许经销费(franchise fee)，在

会计上通常作为无形资产或待摊费

用。 

Fraud 
舞弊，诈

骗 

以欺骗手段侵占资产或诱使别人放弃

其产权或合法权利的行为。 

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

流量 

在满足重置当前生产能力及维持当前

股利水平的现金要求之后的经营现金

流量。 

Freehold 永久业权 指对不动产所拥有的法定所有权。 

Full cost 

完 全 成

本，全部

成本 

直接成本加间接费用。 

Fully depreciated 

asset 

已提足折

旧资产 

仍在使用但已经提足了全部折旧（即

与该项资产的价值相等）的资产。 

Full cost-plus 

pricing 

全部成本

加成计价

法 

即成本加成计价法(cost-plus pricing)。

指在制定产品价格时，以产品成本为

基础，加上一个固定的百分率，例如 

20%的利润作为产品的销售价格。 

Fund 
基金，专

用基金 

用于某一项特殊用途而单独保管或单

独设立账户记录的现金、有价证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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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 

Future value 
未来价

值，终值 

或称终值(terminal value)、复利终值

(compound amount)。缩写为 FV。未来

值同现值相反。未来值是在已知投资

金额即现值(present value)、利率、时

期情况下，计算一项投资的未来价值。 

G 

Gain 
利得，收

益 

指一项固定资产的变卖价格超过其账

面价值。gain 与 income 的含义不同

之处在于： gain 通常是指非日常业务

(nonrecurring transaction) 或偶生业务

(incidental transaction)所产生的收益，

而 income 则指日常业务的收益。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 

一般管理

费用 

指企业的行政管理支出。其中包括企

业管理人员薪金、房屋租金，以及其他

管理费用。一般行政管理费用在损益

表 中 列 为 营 业 费 用 (operating 

expense)。 

General journal 
普通日记

账 

指记录专用日记账(special journal)即

进货和销货日记账以外的日记账。 

General ledger 总分类账 

指包括会计报表上全部账户的分类

账。即以账户作为分类标准所设置的

成套账簿，能使日记账(journal)所记录

的同一账户的记录易于汇总归类。 

Gener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股东大会 

其中  包  括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annual general meeting)和特别股东大

会(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两种

不同的类型。 

Generally accepted 公认会计 缩写为 GAAP。指各国现行的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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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 

原则 则和会计惯例。公认会计原则不仅是

会计师记录、汇总会计数据和编制会

计报表所必须的遵循的准则，也是审

计师审核企业会计报表的依据。 

Gift 
赠与，赠

与物 

指没有报酬地将财产转让给别人。与

捐献(contribution)的词义不同。捐献指

对教育或慈善机构捐款。因此，在计算

应纳所得时，赠与既不作为赠与人收

益额的扣减项目，也不作为接受赠与

人的纳税扣减项目，但可以给予一定

金额的减免。 

Goal congruence 
目标一致

性 

责任会计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各责任

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所制定的目

标，应与整个企业获取最大收益目标

相一致。内部划拨价格的合理制定和

各级财务预算的合理编制，可以促进

目标一致性的实现。 

Going-concern 

assumption 

持续经营

假设 

即假定一个企业能够经营较长的时

期。它是会计的一个基本假设，因为企

业资产的计价、折旧的计算，以及会计

报表的编制，都市是以这个假设为基

础。如果企业能够继续经营，其资产的

价值称为连续经营价值(going-concern 

value)。即应按成本计列，而不是按清

算价值计列。 

Going public 

公开招

股，股票

公开上市 

或称 go public。指一个公司的股份不

是为少数股东所持有，而是通过股票

交易所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

公开上市可以筹措更多的资金和提高

企业的声望，但必须公开披露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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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目和报表，并接受证券管理机构和

注册公共会计师监督和审查。 

Goodwill 商誉 

指购买一个企业所支付的价值超过其

账面价值的部分。亦即一个企业的未

来预期收益，大于其有形资产正常投

资收益的差额。商誉通常是由于职工

的高素质和士气，以及良好的企业名

声等而存在。在一般情况下，商誉并不

入账。但是，在购入一个企业时，如果

对商誉付出了价值，则可以设立账户，

用以反映其价值。 

Grant 
赠款，补

助金 

指政府机构或基金会赠送给企业的现

金或资产。这种赠款通常限定用途。 

Graphical method 
图表法，

图解法 

或称图表技术(graphical technique)。指

以图表显示不同营业规模的损益分界

点，反映成本—销量—利润的相互关

系，以及应用线性规划法确定最高利

润或最低成本的经营决策。 

Gross 总额 没有扣减应扣减额的数额。 

Gross income 
营业收入

总额 
指销售收入总额(gross sales)。 

Gross margin 
毛利，毛

利率 

指毛利(gross profit)；或指毛利率(gross 

profit ratio)。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

总值 

缩写为 GNP。指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项综合性经济

指标。它反映一个国家一年所生产的

全部商品和劳务按市价计算的总值。

但更能确切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

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per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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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pay 工资总额 
在一个薪金计算期间内一个雇员的总

收益。 

Gross profit 毛利 

或称  gross margin 即毛收益 (gross 

income)指销售收入扣除销货成本，但

不扣除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Growth rate 
增长率，

成长率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变动的一项比率。 

Guaranty funds 保证金 
为防止客户不履行合同而在经济上蒙

受损失，要求其预先支付的一笔现金。 

H 

Head office 
总部，总

店 

一个企业的部管理机构，负责控制各

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它是最高管理

人员办公的地点。 

Hedge 

套期交

易，对冲

交易 

在现货交易的同时作期货买卖，以免

由于价格波动影响利润或造成亏损。 

Hedge buying 

买期保

值，套买

保值 

指在现货市场(spot market)上卖出一

种证券、商品或外汇的同时，在期货市

场(future market)上买进相同数量的期

货。这样，当市场价格上涨时，期货价

格也将上涨，期货赚的钱可以弥补现

货交易所受的损失。 

Hedge selling 

套卖保

值，卖期

保值 

指在现货市场(spot market)上买进一

种证券、商品或外汇的同时，在期货市

场(future market)上卖出相同数量的期

货。这样，当买进的现货在市场上的价

格下跌时，期货价格也将下跌，期货赚

的钱可以弥补现货交易所受的损失。 

Held-to-maturity 持有至到 管理者意图持有到期的债券或其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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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期证券 务证券投资。 

High-low method 高低点法 

管理会计用词。指分解固定成本和变

动成本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它是以

销售量的最高、最低点与成本的最高、

最低点的差额，推算混合成本中固定

成本和变动成本的数值。其计算公式

如下：y = a + bx 

y代表混合成本总额，a代表固定成本，

b代表单位变动成本，x代表销售量。 

求解 a 和 b： 

b =
高低点成本之差

高低点销量之差
 

a = 最高点的混合成本总额 −  b

× 最高点的销量 

Historical cost 历史成本 

指 资 产 的 原 始 购 置 成 本 (original 

acquisition cost).其中包括发票价格、

运费和安装费等。但是对以后对通货

膨胀导致的价格变化，则未作调整。 

Historical cost 

depreciation 

历史成本

折旧 

依据固定只产的原始购置成本所计提

的折旧额 

Holding company 控股公司 

或称母公司(parent company)。一个控

股公司通常拥有其他公司 50%以上的

股票。 

Holding cost 储存成本 

或称 carrying cost。指存货在仓库储存

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例如：占用资金

应付利息、损坏、变质、陈旧、报废等

损失。 

Home office 
总部，总

店 
即 hea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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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ly wage rate 
小时工资

率 

按工作小时计发工资，一个小时的工

资数额。 

Human assets 人力资产 

指通过人力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表现

为一个企业拥有的全部职工在现在和

未来时期所能提供劳务的资本化价值

(capitalized value)。人力资本不仅体现

于一个企业劳动力人数的多少，而且

还体现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即劳动

者受教育和训练的状况。 

I 

Idle capacity 
闲置生产

能力 

指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厂房等。通常是

由于订货不足或经营管理不善所造

成。如果存在闲置生产能力，企业应在

不追加额外固定成本的情况下，尽量

增加产品的产量。 

Idle time 闲置时间 

由于原材料的缺乏，机器的损坏，以及

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人员或机器的时间

损失。 

Ideal standards 理想标准 

只有在没有时间浪费、没有机器故障、

没有材料损耗的理想经营状况下才能

达到的标准。也称为理论标准。 

Illegal acts 

违法行

为，不法

行为 

指企业违犯政府法律或规章的行为。 

Impairment of 

capital 
资本减损 

由于营业亏损或股利的非法发放，而

造成实际资本小于注册资本，或负债

超过资产。 

Impairment of 

value 
价值减损 

指一项资产经济盗用的永久性减少，

因而不再可能恢复其账面价值。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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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理应借记损失账户，贷记资产账

户。 

Imperfect market 
不完善竞

争的市场 

指证券或商品交易被他人操纵的市

场，或不能对行情有充分了解的市场。

因而在投资或交易中存在较大的风

险。 

Implicit cost 

内含成

本，隐含

成本 

指并未实际发生或不需直接以货币支

付的成本。例如，商业信用 (trade 

credit)的内含成本。购货单位如果以现

金付款，可以获得一笔现金折扣，而赊

购就不能获得这笔现金折扣，因此，现

金折扣就是商业信用的内含成本。 

In arrears 拖欠 
指到期未能全部支付货款；或指未能

全部偿还贷款。 

Inavoidable cost 
不可避免

成本 

不能由于缩小业务规模，而随之减少

或消失的成本。通常指固定成本。 

Income 

①  收

益 

②  收

入，

所得 

① 收益 

指一个会计期的企业营业收入减全部

费用和损失。亦即企业的净收益(net 

income)。与毛收益(gross income)的词

义不同，后者指营业收入减销货成本。 

② 收入，所得 

广义指企业销售产品或劳务所获得的

收入。营业收入(revenue)或销售收入

(sales)是更为确切的词语。 

Income statement 损益表 

或称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反映营

业收入、销货成本、毛利、其他收益和

收益扣减项目，并计算出本年度净收

益的报表。 

Income summary 损益汇总 或称收入和费用汇总账户(inco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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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expense summary account)。年末结账

使 用 的 一 个 暂 记 账 户 (temporary 

account)。这个账户贷记企业的全部收

入，借记企业的全部费用，并将其余额

（净收益）结转留存收益或业主产权

账户。 

Income tax 所得税 

政府对年度收益所课征的税收。其中

包括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

和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 

Income tax 

payable 

应付所得

税 

企业会计账簿和所得税申报表上所列

的应交税额。但两者的数通额常并不

相同。其主要原因是，所得税申报表所

计列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允许应用加

速 折 旧 法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method)计算，而企业会计账簿所普遍

应用的则是直线折旧法 (straight-line 

method)，因而计算出的应税收益额并

不相同。 

Incorporation 
登记，注

册 

指公司的建立必须遵照有关法律的规

定，由创办人(incorporator)向政府主管

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送交公司章程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在领到公司

执照(charter)后，公司即正式成立。 

Incremental 

analysis 

增量分析

法 

或称边际分析法(marginal analysis)。制

定企业经营决策所使用的一种方法。

它着重于分析额外增加的一部分产品

产量的成本和收入。所谓增量成本

(incremental cost)，是指每增加一个单

位的额外产量所增加的成本；而增量

收入(incremental revenue)是指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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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位的额外产量所增加的收入。

企业在制定扩大生产经营的决策时，

必须使其增量收入大于增量成本。 

In default 违约 

指由于担保人的货物或财产遭受损

毁，承保商所给予的赔款。或指对其他

性质财产损毁所给予的赔偿。 

Independence 

独立性，

超然独立

性 

要求注册公共会计师在审查企业会计

报表时，所应具备的一个条件。 

Index 

①指

数； 

②索引 

①指数：即 index number。  

②索引：一个文件或档案内容的出处

页码。 

Index number 指数 

反映一个变数同某一基期相比的相对

变化指标。基期作为 100，其相对变化

则以百分率表示。例如，基期某种商品

的价格为 5 元，本期为 6 元，同其价

格指数为 120%。 指数可以是简单指

数，反映一个变数的变化情况；也可以

是综合指数，反映很多变数的变化情

况。 

Indirect cost 间接成本 

或称 overhead。指不容易与所生产的

某种产品和劳务相联系的产品成本。

例如，企业管理人员薪金、取暖和照明

费、房屋和机器折旧费等。间接成本并

不随着产品生产数量的变动而变动，

需要采用某些武断的方法向产品或部

门分配。 

Indirect labor 间接人工 

非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其中包括生

产管理人员、设备维修人员和成本会

计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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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rect material 间接材料 
非直接构成产品的材料。例如，维修用

料和润滑油等。 

Indirect method 间接法 

报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在净利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来计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调整项目

包括过去现金收付的递延项目和未来

现金收付的应计项目。 

Inflation 通货膨胀 

指一个时期物价的普遍上涨，货币购

买力的下降。相同数量的货币，只能购

买较少的商品。 

Information 
信息，情

报 

指事实或数据，特别是经过数据处理

过程可用于决策的数据。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信息处理 

与数据处理(data processing)的词义不

同，数据处理是指对数据的收集、分

类、汇总和记录的过程，从中可形成有

用的信息。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初次公开

发行，股

票初次发

行 

缩写为 IPO。指股票尚未上市的公司

(unquoted company)，在金融市场上公

开发行股票或债券。购买初次上市股

票的投资人，通常可以获得巨额收益。 

Input 
① 输入 

② 投入 

① 输入  

将信息或数据从一个外部存储器转入

电子计算机的内部存储器。 

②投入  

在生产过程中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 

Input cost 投入成本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直接材料

和直接人工等直接成本，以及产品在

生产过程中所耗用的变动间接成本。

但不包括一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等

固定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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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director 内部董事 

或称常务董事(executive director)。由

企业管理人员或职工担任的董事，亦

即参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董事。 

Insider 

熟悉内情

者，知内

情者 

指由于职务关系能够在向社会公众公

布会计报表之前，了解企业财务状况

的人员。通常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根据政府法规，这些人员不得借

此谋求私利。 

Insider dealing 

知内情者

交易，内

幕交易 

或称 insider trading。指熟悉内情者，

例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董事，

利用他们所了解的公司财务状况。当

公司即将同其他公司合并，或公司即

将宣告破产等重大新闻尚未公布时，

买卖公司的股票，从中获利。这是一种

非法行为。 

Insider information 内幕信息 

指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董事所掌握的

公司内部财务情况。这种信息如果公

布，便会引起公司证券价格发生重大

变动。 

Insolvency 

无偿债能

力，无力

偿付 

指无力支付到期的债务；或指企业的

负债超过资产。在上述情况下，企业可

以申请自愿破产，或由法院宣布强迫

破产。 

Installment 分期付款 
对一项债务或应付账款，按照规定的

金额分期支付，而非一次支付。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注册会计

师协会 

向社会公众提供会计和审计服务的会

计师所组成的专业团体。 

instrument 
① 文件

凭证 

① 文件，凭证  

指合同、契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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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票据

证券 

② 票据，证券 

指流通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 

Intangible assets 无形资产 

指没有实体存在的资本性资产(capital 

asset)。例如，专利 (patent)、商标

(trademark)、商誉(goodwill)等。 

Integrated data 

processing 

综合数据

处理，集

中数据处

理 

缩写为 IDP。将各个数据处理系统结

合为一个整体进行数据处理。例如，在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将生产、材料供

应、销售和财会等数据处理系统合并

为一个整体系统。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指用人类的智慧和想象能力所创造出

的无形资产。例如，专利、版权和电子

计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与有形资产

产权同样应受政府法规的保护。 

Intercompany 

elimination 

公司间抵

销 

指跨国公司所属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投

资、应收、应付、销货、进货等项目。

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时，

应予以抵销。 

Interest 利息 

利息是货币的时间价值(time value of 

money)，亦即货币或资本的租金或成

本。 

Interest rate 利率 
在一定时期借用资金所支付的费用，

即利息金额与本金金额的比率。 

Interest rate risk 利率风险 

指由于市场利率变化，可能引起本公

司债券价格的变化。在市场利率升高

的情况下，公司债券市价会发生相应

下降的风险。债券的偿还期限越长，可

能出现的风险就越大。与财务风险

(financial risk)的含 

义不同，后者指企业无力偿付债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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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风险。 

Interest expense 利息费用 

或称 interest charge。指企业由于借入

资金而支付的利息。在损益表中列为

财务费用。 

Interim audit 期中审计 

对会计年度中某一时期的业务进行审

计。期中审计的主要作用，是有助于提

前完成年度审计工作，并及时揭露经

营管理存在问题和重大贪污舞弊问

题。大中型企业通常在年度当中进行

一二次期中审计。 

与期末审计(final audit)的词义不同，后

者指年终从事的审计。 

Interim dividend 期中股利 

在会计年度中所支付的股利。大多数

公司通常在会计年度当中，支付一二

次期中股利。仅少数公司每个年度支

付一次股利，即年终股利 (year-end 

dividend)。 

Intermediate 

product 

中 间 产

品，半成

品 

尚未完工需待进一步加工的产品。 

Interim financial 

statement 

期中财务

报表，期

中会计报

表 

大多数企业一个年度才结账一次，但

仍须编制月度和季度报表，报送给企

业管理部门，以便及时了解企业的财

务状况和盈利情况。 

Internal controls 内部控制 

用来保护企业资产、确保企业信息的

准确性以及确保企业遵守有关法规的

政策和程序。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内部控制

制度 

指企业为了防止各种弊端的发生而采

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和方法。 

Internal audit 内部审计 或称责任审(responsibility audit)。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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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专职审计人员所进行的审

计。大中型企业通常设置内部审计部

门，其主要审计内容是检查企业的内

部控制制度(internal control system)是

否正常执行，会计记录是否健全和完

整，以及是否存在贪污舞弊情况等。 

Internal check 

内部牵

制，内部

稽核 

为保护资产安全和防止舞弊行为而采

用的控制制度。即不赋予任何一个职

工单独处理经济业务的权力，任何经

济业务均须经两名以上职工的交叉稽

核和监督，才能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防

止舞弊的发生。 

Internal financing 内部筹资 
指以企业的内部积累（留存收益），用

于扩充企业的营业规模。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method 

内含回报

率法 

运用现值概念来计算投资项目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收益率的一种评价备选

投资项目的方法。 

Internal reporting 

内 部 报

告，内部

报表 

企业管理部门为了计划和控制的需要

而使用的报表。例如，每日现金收支报

表，月份或季度会计报表等。其主要内

容包括：年初至期中日期的累计金额，

并与上年度金额相比较。 

Internal transfer 

price 

内部转移

价格 

或 称 国 际 转 移 价 格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e)。指跨国公司总公司和国

外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销售

商品和劳务的一种内部结算价格。内

部划拨价格通常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

影响，主要是服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

战略目标的需要，并为转移子公司收

益和逃避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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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 

国际会计

准则委员

会 

负责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国际

性会计专业团体。1973 年由美国、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联邦德

国、日本、荷兰和墨西哥等九个国家会

计团体发起而成立，秘书处设在伦敦。

目前已有 85 个国家的 110 个会计

团体成为其联系会员。目前，它所制定

的国际会计准则已得到国际性金融机

构的大力支持。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

一致，已经是各国会计改革的一个主

要目标。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国际会

计准则》 

缩写为 IAS。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正式公布的会计准则。其目的是

促进促进世界各国会计实务的国际

化。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国公司 

或 称 多 国 公 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指在其他国家拥有子公

司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公司。严格讲，

跨国公司与多国公司的词义并不完全

相同。跨国公司通常指由宗主国的总

公司严格控制和管理子公司的业务，

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但多国公司

的情况则相反，东道国的子公司业务

和财会制度并不统一。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缩写为 IMF。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

构。目前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加。其主要宗旨是向需要改善国际

收支状况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为会员

国提供改善经济管理的咨询服务。 

Interpolation 内推法 财务分析用户。指在两个已知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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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未知数的一种推算方法。通常是

按数据之间的比例推算。 

Inventory 存货 

指会计期末企业所置存的原材料、在

产品和完工产品等。存货属于流动资

产。在会计实务中，通常采用成本与

市价孰低法(lower of cost and market)

计价。在损益表中须计列期初存货和

期末存货，以计算销货成本；在资产

负债表中仅计列期末存货。 

Inventory system 盘存制度  

对存货数量和金额所采用的记录方

法。其目的是对存货进行控制。有两

种不同的盘存制度，即永续盘存制

(perpetual inventory)和定期盘存制

(periodic inventory)。 

Inventory turnover 
存货周转

率 

一个时期的存货周转和更新的平均次

数。存货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存货管

理的效率。高存货周转率反映高管理

效率；低存货周转率则反映低管理效

率。存货周转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存货周转率 =

本期销货总成本（或销售总额） ÷

本期平均存货  

Inventory 

valuation 
存货计价 

或称 inventory pricing。指确定企业

库存原材料、在产品和完工产品的成

本。在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中，是以

原始购置成本计价或以成本与市价孰

低法计价；大通货膨胀会计或现时成

本会计中，则以现时重置成本计价。

存货价值在已销和库存存货之间的分

配，亦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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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例如，个别辨别法(specific 

identification method)、先进先出法

(FIFO)、后进先出法(LIFO)和加权平均

法(weighted average method)。 

Investment center 投资中心 

一个分权单位，其负责人有权利和责

任做出决策从而影响该中心的收入、

成本以及可获得的固定资产。 

Investment 

turnover 

投资周转

率 

投资回报率的一种表现形式，等于销

售收入除以投资资产。 

Investments 投资 

为了获得产生营业收入的资产而发生

的支出。期中包括项目投资 (project 

investment) 和  证  券  投  资组合

(portfolio investment)。 

Invoice 发票 

反映销售日期、买主名称、卖主名称、

商品名称和规格，以及商品数量和价

格等内容的凭证。通常复制几份，其中

一份交给买主，另一份留给卖主作为

编制会计记录的原始凭证。 

IOU   
欠条，借

据 

I owe you 的缩写。证明借用现金的

非正式文件。根据内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制度，禁止出纳员依据这种借

据向职工支付 

现金。 

IRR   

内部收益

率，内含

收益率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的缩写。 

Issue   发行 

指一个公司以股票（或债券）交换现

金或其他资产。对于公司来说，通常

称为股票的发行，而不称为股票的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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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ob cost sheet 
分批成本

计算单 

在产品明细分类账中一个，用来记录

某一特定批量产品的成本。 

Job-order costing 
订单成本

计算法 

或称 job costing。提供某一件或一批

特定产品成本数据的成本计算方法。

服装、机械制造、建筑等行业通常应用

订单成本计算法。产品是根据客户的

订单并按客户指定的规格而生产的。

在采用订单成本计算法的情况下，产

品成本是按订单成本计算单(job-order 

cost sheet)进行归集。 

Job order cost 

system 

分批成本

计算法 

成本会计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为企业

生产的每一特定批量的产品成本进行

单独记录。 

Joint cost 

联合成

本，联产

品成本 

指由同一个生产过程所生产的两种或

多种产品，即联产品(joint product)在

分离点(splitoff point)之前共同发生的

成本。 

Joint liability 连带责任 

指与其他人共同承担的债务清偿责

任。例如，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所承担的债务清偿责

任。即仅承担部分责任，而不承担全部

责任。 

Joint product 联产品 

由同一原材料所生产出来的两种或多

种产品。例如，羊皮和羊肉，煤气和焦

炭等。 

Joint venture 
联营，合

资经营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或个人，在

一定时期内，共同从事产品生产或商

品销售业务。短期经营是其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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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定的经营目标达到后，即行解体。

因而与合伙企业的性质不同。但在纳

税上则视同合伙企业。联营有以下两

种方式： 

(1) 合 作 经 营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合作双方各自保持其原来的

法人资格； 

(2) 合资经营(equity joint venture)。双

方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实体。 

Journal 日记账 

指按经济业务发生的先后顺序所记录

的账簿。它是记载原始分录的账簿。日

记 账 的 分 录 须 逐 笔 过 入 分 类 账

(ledger)。 

Journal entry 
日记账分

录 

日记账中一笔分录。分录内容包括日

期、借方账户、贷方账户，以及对经济

业务的简要说明等项内容。 

Journalizing 编制分录 在日记账中记录经济业务的过程。 

Judgment 
① 判断 

② 判决 

① 判断 

指审计师根据符合性抽查(compliance 

test)，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所作的评

价。审计师实施的审计范围，以及审计

程序和方法，均决定于对内部控制质

量的评价。 

② 判决 

法院对有关权益或索赔诉讼做出的判

决。 

Junior accountant 

初级会计

师， 助

理会计师 

指会计师事务所雇用的一般职员，担

任外勤查账工作，并接受高级会计师

(senior accountant)的监督。 

Just-in-time (JIT) 适时加工 强调在生产和非生产过程中减少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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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制 时间、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一种方

法。 

K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关键绩效

指标 

简称 KPI。用于衡量工作人员工作绩效

表现的量化指标，是绩效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 

Kickback 回扣 

指利用职权所取得的非法收入。例如，

为了争取到政府机构的订货，秘密给

予政府官员的款项。 

Know-how 

先 进 技

术，技术

诀窍 

指企业研究开发或引进先进的技术知

识。其中包括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技

术。 

L 

Labour 人工 

指工人在生产产品的提供劳务中，所

花费的劳动。人工是生产要素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Labor cost 人工成本 

支付给企业职工的全部工资(wage)、薪

金(salary)。人工成本可划分为直接人

工成本 (direct labor cost) 和 间接人

工成本(indirect labor cost)。人工成本

是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劳

动生产率成反比，即劳动生产率越高，

单位产品成本中的人工成本就越低。 

Labor efficiency 

variance 

人工效率

差异 

指在标准成本会计制度中，实际人工

工时与标准人工工时的差额，乘以每

小时标准工资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人工效率差异 = （实际工时 −

标准工时） × 标准工资率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3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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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intensive 人工密集 

指主要需要人工操作，生产过程的机

械化和自动化水平较低。在人工密集

型企业中，人工成本比资本成本更为

重要。由于在产品成本中，变动成本占

较大比重，固定成本占较小比重，因而

营业收益比较稳定。但在通货膨胀时

期，企业职工由于实际收入水平降低，

而要求调高工资，必然会给企业带来

财务困难。 

Labor quantity 

variance 

人工数量

差异 

或 称 人 工 用 量 差 异 (labor usage 

variance) ，即人工效率差异 (labor 

efficiency variance)。 

Labor rate variance 
人工工资

率差异 

在标准成本会计制度中，实际人工工

资率与标准人工工资率的差额乘以实

际工时，即为人工工资率差异。其计算

公 式 如 下 ： 人工工资率差异 = (

实际工资率 − 标准工资率) ×

实际工时。 

Labor turnover 
工人流动

率 

企业一定时期内工人的流动人数占工

人总数的比率。工人流动率过高，不仅

反映工人情绪不稳定、劳资关系紧张，

而且必然会降低劳动效率。但流动率

过低，则反映人员不能得到更新和补

充，而不能维持企业的活力。 

Labor variance 人工差异 

在标准成本会计制度中，指直接人工

的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额。其中

包括两个因素，即： 

(1) 人 工 工 资 率 差 异 (labor rate 

variance)； 

(2) 人工效率差异  (labor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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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 

Lapping 截留挪用 

或称 teeming and lading。指一个出

纳员的贪污舞弊行为。采用递延记录

现金收入的做法，掩盖库存现金的短

缺。例如，将一个客户交来的现金记

为客户的应收账款，而将其现金据为

己用；以后再将第二个客户的现金记

入第一个客户账户内。依此反复辗转

挪用，直到归还这笔现金或虚构费用

出账为止。审计师通过核对现金收入

日记账和应收账款分类账，可以发现

这种舞弊行为。 

Last-in, first-out 

(LIFO) method 

后进先出

法 

一种存货计价方法，该方法基于以最

近发生的商品成本与收入进行配比的

假设。 

Last trading day 
最后交易

日 

指交易所规定的期货合同终止交易日

期。在这一天卖方必须交付商品或证

券，买方必须支付价款。 

Laundered money 

非法转移

的资金，

隐蔽来 

历的资金 

指秘密地通过外国银行将非法获得的

收益汇至国外；或指隐蔽非法款项的

资金来源。例如，通过虚构的赛马或彩

票获得巨奖，借以隐蔽其盗窃或贪污

款项的真实来源。 

Law 
法律，法

规 

指由立法机构制定，由政府负责执行，

企业和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

经济发达国家，商法(commercial law)

和公司法(company law)是涉及公司业

务经营的重要法规。 

Lay off pay 
临时解雇

费 
企业支付给临时解雇工人的工资。 



 

82 
 

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Leading indicator 
超前经济

指标 

分析经济活动的一种指标。它的转折

点是在整个经济活动到达高潮或低潮

之前，是预测商业周期经济变动情况

的一个有效工具。其中包括企业净增

指数、生产设备订货合同价值、股票价

格、存货账面价值，以及公司收益等 

11 种数据。 

Lead-time 

订货间隔

期，订货

提前期 

材料采购所需日期。即从订货至到货

的间隔日期。 

Learning curve 学习曲线 

反映产品产量与职工工作经验时数关

系的曲线。在图表中，以 x 轴反映累

计增加的产品数量，以 y 轴反映每单

位产品耗用的工时。生产的产品越多，

生产技术越熟练，生产效率越高，耗用

工时也越少。 

Lease 
租赁，租

约 

一个承租人(lessee)为了长期租用一项

资产，与出租人(lessor)签订的一项租

赁合同。租约包括租赁期限、租金，以

及租赁条件等项内容。 

Leasehold 租赁权 

指依据租赁合同，承租人(lessee)对租

赁资产所拥有的权益。与永久业权

(freehold)的词义不同，后者指出租人

(lessor)对租赁资产拥有的法定产权。 

Lease-or-buy 

decision 

租买选择

决策 

企业增添设备可以采取两种不同方

式：一种是购买方式，另一种是租赁方

式。企业根据哪一种方式可以获得更

大的收益而做出决策，称为租买选择

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仔细比较

上述两个方案的差异成本和差异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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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Lease rental 
租金，租

赁费 

或称 lease expense。指向租赁公司租

赁资产定期交付的租金。企业预付的

长期租赁费用，在会计账务处理上可

以列为递延费用(deferred charge)，在

以后按年度摊销。 

Ledger 分类账 
包括总分类账(general ledger)和辅助

分类账(subsidiary ledger)。 

Ledger account 
分类账账

户 

指分类账簿中的账户。其中包括资产

负债表账户(balance sheet account)和

损 益 表 账 户 (income statement 

account)。 

Ledger analysis 
分类账分

析 

对分类账各账户余额变化和变动趋势

进行研究分析，从而了解企业的详细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Legal person 法人 
指非自然人，是依照法律成立的组织

机构，例如公司。 

Legal 

representative 

法定代理

人 

拥有法律规定权利处理别人事务或财

产的代理人。例如，破产企业财产接管

人(receiver)或遗嘱执行人(executor)。 

Legal reserve 
法定公积

金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每年将一定

比例（例如 30%）的净收益作为法定

公 

积金。除用于弥补亏损或补充资本外，

不得作为股利分配给公司股东，以保

证债权人（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Legal right 法定权利 
由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例如，专利权、

财产所有权等。 

Lend 
贷款，放

款 

指将货币借与别人，并通常收取一定

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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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der 
贷款人，

贷出人 

指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 

Letter of 

confirmation 
询证信函 

审计师为了查证企业的应收应付款

项，向企业的供货客户或销货客户所

发出的信函。参见正面询证(positive 

confirmation) 和 反 面 询 证 (negative 

confirmation)。 

Letter of credit 信用证 

缩写为 L/C。由进口企业存款银行签

发的，通知国外代理银行在出口企业

发货以后，向出口企业支付一定金额

货款的凭证。开证银行保证偿还代理

银行所支付的金额。信用证是国际业

务的主要结算方式，可以免去进出口

业务的结算风险。 

Letter of guarantee 
信用保证

书，保函 

或称 bank guarantee。缩写为 L/G。指

企业向国外银行申请贷款，由本国银

行出具的保证书；或指进口企业要求

银行出具保证支付货款的保证书。如

果企业未能及时偿还贷款或支付货

款，银行应负责付款。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改进管理

建议，信

函 

或 称 致 企 业 管 理 人 员 信 函

(management letter)。指审计师在向企

业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针对企业会

计制度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提

出的改进建议。 

Leverage 杠杆作用 

指营业杠杆作用(operating leverage)和

财务杠杆作用(financial leverage)。前者

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利用固定资本的

作用；后者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利用

债务资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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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age buyout 

杠 杆 收

购，举债

收购 

缩写为 LBO。指以银行贷款收购其他

公司的股份。贷款可能是盘购公司

(acquiring company) 或被盘 购 公 司

(acquired company)的资产作为担保。 

Leverage ratio 

杠 杆 比

率，举债

比率 

或称负债系数(debt factor)、杠杆系数

(leverage factor) 、 财 务 杠 杆 比 率

(financial leverage ratio)。指依靠长期借

款和发行债券筹措的资金占资产总额

的比率。财务杠杆比率越低，财务风险

(financial risk)越小，但预期的收益亦

少；相反，财务杠杆比率越高，可以预

期获得的收益越多，但负担的财务风

险亦越大。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权

衡。 

Liability 负债 

企业所承担的经济债务 (economic 

obligation)。通常具有固定的支付日期

和支 付金额。负债可分为短期负债

(short-term liability)和长期负债(long-

term liability)。  

Liability insurance 责任险 

企业或个人对其可能负担的责任所投

保的保险。例如，企业对因事故而受伤

的职工所负担的责任。 

License 
许可证，

执照 

由政府颁发的允许从事某种营业活动

的证件。 

License fee 
专利权使

用费 

利用他人的专利权所支付的费用。这

种专利权使用费可以按产品产量或销

售额的比例支付，亦可按会计年度支

付定额的费用。 

Life cycle costs 
生命周期

成本 

指一件产品在其全部使用年限中所耗

费的成本。即不仅包括制造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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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还包括用户的维修成本。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LLC) 

有限责任

公司 

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是由一个或多

个自然人或实体达成的一个经营协

议，他们共同管理企业并承担有限责

任。 

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合伙 

指在一个合伙企业中，某些合伙人所

负责任不是无限的，而只限于他们所

投入的资本，只有一个合伙人对企业

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Linear 

programming 
线性规划 

缩写为 LP。计划企业业务经营所使用

的一种数学规划方法。 

Liquid assets 

流动性资

产，易变

现资产 

指能够迅速地转换为现金的资产。其

中包括现金和有价证券。这个词语比

现金资产(cash asset)的词义范围宽，因

为现金资产不包括有价证券；比速动

资产(quick asset)的词义范围窄，因为

它不包括应收账款；比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的词义范围更窄，因为

流动资产不仅包括应收账款，而且还

包括存货。 

Liquidation 清算 当企业停止经营时的处理过程。 

Liquidation value 清算价值 

指在清算过程中的资产，由于处于紧

迫或强制情况下拍卖，其销售价格必

然濒于在正常经营过程中销售价格。

对于整个企业来说，其清算价值等于

全部资产变现收入减全部负债的清偿

以后的余额。 

Liquidator 
清算人，

清盘人 

指由法院或公司董事会指定负责清算

破产公司资产的人员。他的主要职责

是在变现资产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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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按优先顺序清偿负债，以及进行清

算分配。 

Liquidity 
流动性，

变现能力 

指一个企业拥有相当多的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特别是速动资产(quick 

asset)，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变现为现

金。因而不仅有足够的能力清偿流动

负债，而且有较大的财务灵活性，不至

于失去新的投资机会。 

Liquidity ratio 
流动性比

率 

泛指分析企业资产流动性状况所使用

的各项财务比率。其中包括流动比率

(current ratio)、速动比率(quick ratio)、

流动性指数(liquidity index)、应收账款

周转率 (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和存货周转率(inventory turnover)等。 

Listed securities 

上 市 证

券，交易

所挂牌证

券 

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债券。 

List price 

目录价

格，价目

表价格 

在商品目录上所标明的价格。但未扣

减现金折扣或商业折扣。由于竞争的

压力，很多零售商的商品售价通常低

于价目表价格。 

Loan 贷款 

指 贷 款 人 (lender) 允 许 借 用 人

(borrower)在一个时期内使用一笔现

金。借用人在归还时要支付一定的利

息。 

Loan capital 借入资本 

指企业依靠增加债务而获得的资本。

其中包括发行公司债券和向银行借款

等所得的资本。 

London 伦敦国际 缩写为 LIFFE。自 1982 年开始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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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金融期货

交易所 

金融期货交易所。它是继芝加哥金融

期货市场以后的第二个国际金融期货

市场。可以使用英镑、马克和瑞士法郎

从事政府公债和定期存款单等金融期

货交易。 

London Stock 

Exchange 

伦敦股票

交易所 

缩写为 LSE。英国的一个规模最大的

股票交易所，其规模仅次于纽约股票

交易所(NYSE)。 

Long-term asset 长期资产 

即固定资产(fixed asset)。指受益期在

几个年度以上的资产。例如厂房和机

器设备等。一些会计学家认为，“固定

资产”的含义并不确切，建议使用“长

期资产”这个词语。 

Long-range budget 长期预算 

或称战略预算(strategic budget)。与年

度预算(annual budget)不同，前者指涵

盖几个年度的财务预算。例如资本支

出预算和 

新产品研制与开发支出预算。 

Long-term 

liabilities 
长期负债 

或称固定负债(fixed liability)。指偿还期

在一年以上的债务。包括各种类型的

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它是企业在业

主产权资本以外，向债权人长期筹借

的资本，亦即债权资本。 

Loss 
损失，亏

损 

指一项支出的发生或资产的耗用并未

能提供相应的营业收入；或指企业在

一定时期的销货成本加营业费用超过

营业收入。 

Loss contingency 或有损失 

指在资产负债表中所计列的或有负债

(contingent liability)。在编制会计报表

以前，已经确认未来损失必然发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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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违约和侵犯专利权），而且能合理

估计未来损失金额，依据会计的稳健

性原则，应在会计报表中予以反映。 

Loss exposure 
损失暴露

程度 

或称风险暴露程度(risk exposure)。 指

企业资产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企业财

务 人 员 为 了 加 强 风 险 管 理 (risk 

management)，采取投保财产保险、购

买外汇期汇合同等措施，可以相应减

少损失的暴露程度，从而避免发生损

失的可能性。 

Loss minimization 
损失最小

化 

在以利润最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

作为企业财务目标的情况下，损失最

小化是利润最大化的一个构成要素。

即在不可避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最

小的负利润(损失)是利润最大化的一

种特殊形式。 

Lower of cost or 

market price 

成本与市

价孰低法 

指存货计价的一种方法。它是将原始

购置成本(acquisition cost)与市价进行

比较，采用其中较低的一个。这种传统

存货计价方法所依据的是稳健性原

则。即从债权人的角度出发，尽量将存

货和有价证券跌价的损失，在出售之

前予以确认；而涨价引起的收益增加，

却不予以入账。但这种计价方法会导

致低估存货价值和高估营业收益。 

Low-cost strategy 
低成本战

略 

企业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设计和

生产可接受质量的产品或服务的战

略。 

Lower-of-cost-or-

market (LCM) 

成本与市

价孰低法 

一种存货计价方法，该方法以存货成

本与市场价格（重置成本）中孰低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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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示存货。 

Lump-sum pension 
一次总付

退休金 

企业职工退休时，从退休金基金中领

取一笔退休金。采取一次付清，而不是

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方法。这种做法

有逐渐扩大的趋向。 

Lump-sum price 总括价格 
指一次交易中购买多种商品而总括计

算的价格。 

M 

Machine-hour 

method 

机器小时

法 

指以耗用的机器小时作为分配间接费

用的一项基准。在现代资本密集型工

业企业中，由于机器设备是企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要素，而且电

费、折旧费等间接费用与机器运转时

数密切相关，所以，使用机器小时法比

使用直接人工小时法分配间接费用更

为合理。 

Maintenance and 

repair 

维修和修

理费 

指为使机器设备或固定资产保持良好

工作状况的维修和修理工作。或指因

维修而支付的费用。维修是预防性的，

而修理则在发生以后。因此，维修同修

理呈反比关系。在会计账务上，维修和

修理费可列支为本期费用，从而可扣

减应税收益。 

Majority interest 

多数权

益，多数

股权 

指子公司(subsidiary)50%以上具有投

票权的股票，掌握在控股公司或母公

司手中。 

Majority 

shareholder                                                                                                                                                                        
多数股东 

拥有超过 50%股份的大股东。可以控

制董事会的选举和公司的经营管理。 

Make-or-buy 自制或外 指对一项产品的零部件，是由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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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购决策 行生产还是向其他企业购买的经营管

理 决 策 。 这 项 决 策 包 括 定 性

(qualitative)和定量 (quantitative)两个

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指产品质量和

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后者主要是指成

本。依据相关成本(relevant cost)制定

这项决策，应考虑的是：生产这个零部

件的变动成本(而不是全部成本)是否

大于购入价格。 

Management 

account 
管理会计 

或称 managerial accounting。为了正确

制定企业经营决策和提高计划和控制

能力所设计的会计程序和方法。管理

会计与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不同。前者是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信

息，而不是向企业外部的投资人和债

权人提供信息，所以，亦称为内部会计

(internal accounting)。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MDA)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提供有关管理层对企业经营成果和财

务状况分析的年度报告披露内容。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管理信息

系统 

缩写为 MIS。指包括财务、会计信息系

统在内的整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override 

管理人员

越权，管

理人员滥

用职权 

指企业管理人员具有不受内部会计控

制 制 度 (internal accounting control 

system)约束的能力或实际行动。在这

种 情况 下， 外部 审计师 (external 

auditor)就不应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予以信赖，必须加强管理人员舞弊

(management fraud)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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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director 常务董事 

指兼任公司重要经营管理职务的董

事。在英国，通常由常务董事担任公司

的总裁。 

Manipulation of 

accounts 
窜改账目 指蓄意窜改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 

Manufacturing 

business 
制造企业 

一种企业类型，该类型企业将基础投

入转变成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Manufacturing 

cost 
制造成本 

或称工厂成本(factory cost)。其中包括

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制造

间接费用(manufacturing overhead)。 

Manufacturing 

overhead 

制造间接

费用 

或称工厂间接费用(factory overhead)。

指在生产过程中与产品产量没有直接

联系的间接费用。其中包括间接材料、

间接人工、折旧费、维修费、保险费、

动力费、取暖照明费，以及工厂管理人

员工资等。 

Margin 
毛利，毛

利率 

即 gross margin 或 gross profit。指本

会计期销售收入减销货成本，但不扣

除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Marginal analysis 边际分析 

一种财务分析方法。即观察分析某个

变量与另一个变量发生增减变化的关

系。边际分析法通常应用于有关定量

问题的经营决策。 

Margin of safety 安全边际 
当前销售收入与盈亏平衡点销售收入

之间的差额。 

Marginal cost 边际成本 
增加一个单位的额外产量所相应增加

的成本。 

Marginal revenue 边际收入 

指额外增加一个单位的销售量所增加

的销售收入。从短期来看，边际收入同

市场价格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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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rice 

approach 

市场价值

法 

确定转移价格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以

产品或服务销售给外部购买者的价格

作为内部转移价格。 

Market risk 市场风险 
即系统风险(systematic risk)或不可分

散风险(nondiversifiable risk)。 

Mark-up 成本加成 
被加到成本额中以确定产品销售价格

的金额。 

Market value 市场价值 

即市场价格(market price)。指相同种类

和规格的资产，在市场上可能成交的

价格。这是计算现时重置价值或变现

价值的一种计价基准，而不是指已入

账的原始购置成本。 

Master budget 全面预算 

将所有单个预算（包括销售、产品销售

成本、经营费用、投资项目、资本支出

和现金）联系起来的整体预算计划。 

Matching concept 配比概念 
费用应与在此期间该费用所带来的收

入相配比的会计概念。 

Material inventory 材料存货 没有进入生产过程的原材料成本。 

Material ledger 
材料分类

账 

为每种类型的原材料设立的明细分类

账。 

Material price 

variance 

材料价格

差异 

以材料的实际耗用数量乘以标准价格

和实际价格的差额。 

Material quantity 

variance 

材料用量

差异 

或称 material usage variance。指材料

的标准成本乘以材料标准用量和实际

用量的差额。 

Material 

requisitions 
领料单 

制造部门用来从仓库取得原材料的表

单或电子信息。 

Materiality 

principle 

重要性原

则 

指 一 项 会 计 原 则 (accounting 

principle)。即对金额不在或对制定经

营决策无多大影响的经济业务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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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可以不在会计报表或附注中单

独反映。 

Maturity date 到期日 

指一项债务的法定偿付日期。例如，票

据上规定的付款期限，即是到期付款

日，如果这一天是非营业日(例如星期

六或星期天)，紧接其后的营业日是到

期付款日。 

Maturity value 到期值 票据到期时的金额（面值加上利息）。 

Measurement of 

income 
收益计量 

由于会计报表的主要目标是向投资人

报告投资收益，因而收益计量是会计

工作的核心内容。所谓收益计量，就是

确定各项收入和费用的货币数值。 

Meeting of 

creditors 

债权人会

议 

在一个企业宣布破产后，由法院指定

的破产企业接管人(receiver)所召集的

会议。会议的内容通常是由债权人向

债务人提出质询和索赔，最后达成清

偿协议。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股东大会 

或称 general meeting of stockholders。

其 中 包 括 年 度 股 东 大 会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和 特 别 股 东 大 会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两种不

同的类型。 

Member 
① 会员 

② 股东 

①  会员 

指一个专业团体或机构的成员。例如

注册公共会计师是注册公共会计师协

会的会员。 

②  股东 

指在公司中拥有股权的公司成员，即

股东(shareholder)。例如在股东 

自愿清算(member’s voluntary w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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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的词句中，member 指的是股东。 

Memorandum 

account 

备 忘 账

户，备查

账户 

为了作备忘性记录而设置的账户。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公司章程 

指公司筹建人呈报政府核查的一份正

式文件。 

Merchandise 

inventory 
商品存货 会计期末库存的（未销售的）商品。 

Merchant bank 

商 业 银

行，投资

银行 

除经常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外，其主要

业务是代理客户包销和买卖证券。 

Merchandising 

business 
商业企业 

企业类型的一种，该类型企业从其他

企业购买产品并将产品销售给顾客。 

Merger 吸收合并 

两个企业的合并，其中一个企业取得

另一个企业的资产，而另一个企业则

解散。 

Minority interest 少数股权 
子公司股份中没有被母公司所拥有的

部分。 

Minority 

stockholders 

少数股权

股东 

拥有少于 50%股份的不拥有控制股权

的股东。 

Minute book 
会议记录

簿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议事记录

簿。主要记录宣告发放股利、授权向银

行借款、建立退休金基金等重要事项。

审计师在审计中，必须查阅公司董事

会的会议记录簿。 

Misappropriation 
挪用，侵

吞 

指出纳员或受托管理人挪用或侵吞现

金和财产。 

Miscellaneous 

expense 
杂项费用 

指某些不重要的费用项目。即生产、销

售和管理费用以外，临时发生的小额

费用，在损益表中不单独计列，而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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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此账户。 

Miscellaneous 

revenue 
杂项收入 

指某些不重要的收入项目。其中包括

银行存款利息、设备租金等收入。 

Misleading 误解 

指会计报表的内容不真实。其中包括

虚报(misstated)、歪曲(distorted)、夸大

(augmented)和遗漏(omitted)重要会计

事项。独立审计师的主要职责是防止

企业会计报表导致误解。 

Misrepresentation 
虚报，虚

列 

指在会计报表中编列虚假的数据。如

果是有意的，借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

称 为 欺 诈 性 虚 报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如果是无意的，称

为 非 故 意 虚 报 (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 

Mixed cost 混合成本 

同时混有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特性的

成本，有时也称为半变动成本或半固

定成本。 

Money laundering 
洗黑钱，

洗钱 

指将涉及非法来源或用途的大数额金

钱存入金融机构，然后经过多次转换

账户，借以躲避追查。 

Money market 

货 币 市

场，金融

市场 

调剂市场（少于一年）资金供求的场

所，是由许多金融机构组合构成的市

场。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信

托公司和贴现公司等。 

Mortgage 抵押 

指抵押人(mortgagor)借用一笔贷款而

将财产给受押人 (mortgagee)作为保

证。 

Moving average 

inventory method 

移动平均

存货法 

或称移动加权平均存货法 (moving 

weighted average inventory method)。

存货的一种计价方法，采用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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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计算存货价值，即在每次进货以

后计算一次新的单位平均成本。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ompany) 

多 国 公

司，跨国

公司 

或称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缩写

为 MNC。指在其他国家拥有资产和设

立子公司，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大公

司。它对协助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生

产和管理技术，提供就业机会，有积极

作用；但其消极作用则是操纵价格、非

法转移利润和逃避税收。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finance 

跨国公司

财务 

指在其他国家设有子公司并进行全球

性经营的大公司的财务管理。其中包

括国际筹资管理、国际投资管理、国际

结算管理、外汇资金管理和国际流动

资金管理等内容。由于跨国公司的财

务决策须在不同的税收和外汇制度下

做出，并须进行跨国资金调度和多重

外汇风险管理等，因而相当复杂。 

Multinational 

financing 

跨 国 筹

资，跨国

融资 

指跨国公司从国外筹集资金。跨国公

司的资金来源远多于国内企业。除在

本国银行借款或发行证券外，还可以

在国外银行借款、透支或发行证券，以

及利用国际性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

金。 

N 

National Audit 

Office 

国家审计

署 

缩写为 NAO。1983 年根据英国审计法

建立的机构。由主计审计长(C&AG)领

导，负责审核英国政府下属机构的经

费开支和账目报表，并向下议院支出

审 核 委 员 会 Committee of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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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s)提出审计报告。 

Natural business 

year 

自然营业

年度 

以企业年度经营循环中经营活动最低

点为结束日的会计年度。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具有经济价值的森林、油井、矿藏等。

自然资源的成本是折耗(depletion)的

主体。 

Negative 

assurance 
反面保证 

指审计师在检查企业会计报表以后，

认为没有发现足以引起注意的违反政

府法规或会计准则的事项时，所签署

的审计意见。 

Negative 

confirmation 
反面询证 

审计师向被审核企业的客户所发出的

询证信函。如果应收账款的余额相符，

即可不必函复。只是在账户余额不符

时，才需要函复。 

Negative goodwill 负商誉 

在企业合并且采用盘购法 (purchase 

ethod)进行账务处理的情况下，对被盘

购企业所支付的价值小于其全部资产

的公平市价。在账务处理上，应作为递

延收益(deferred income)，在以后年度

逐年摊销。 

Negligence 
疏忽，过

失 

审计用词。指注册公共会计师在审核

企业会计报表过程中，不是蓄意而是

由于工作不够认真而造成的错误。 

Net book value 账面净值 

指固定资产总值扣减累积折旧以后的

金额。与市场价值(market value)或变

现净值(net realizable value)的词义不

同。 

Net cash flow 
净现金流

量 

缩写为 NCF。指一个企业或一个投资

项目的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以后的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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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income 
净收益，

净利润 

或称净利(net profit)。指一个企业一定

时期的全部收入(revenue)减去全部费

用(expense)。 

Net loss 净亏损 费用超过收入的金额。 

Net pay 工资净额 
总工资减去工资扣减项后的部分，即

雇主应支付给雇员的金额。 

Net present value 净现值 

缩写为 NPV。以一个投资项目的预期

收益的折现现值减去此投资项目的期

初投资。 

Net present value 

method 
净现值法 

注重分析投资项目预期现金流量现值

的一种评价备选方案的方法。 

Net realizable 

value 

可变现净

值 

一项存货的预期售价减去处置的所有

直接成本（如销售佣金）后的金额。 

Net working 

capital 

流动资金

净额 

或 称 流 动 资 产 净 值 (net current 

assets)。指企业的流动资产减流动负

债。即以长期负债和产权资本所筹措

的流动资产，并不包括以流动负债筹

措的流动资产。 

New York Futures 

Exchange 

纽约期货

交易所 

缩写为 NYFE。1980 年成立的金融期货

交易所。附属于纽约股票交易所

(NYSE)。是买卖证券和外汇期货合同的

一个场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证券

交易所 

或称大交易所 (Big Board)。缩写为

NYSE。位于纽约市的华尔街。是美国从

事股票和债券交易的最大交易所。在

交易所中从事交易者，仅限于具有会

员资格的大型公司。 

Nominal account 

名 义 账

户，虚账

户 

或称暂记账户(temporary account)。仅

反映企业的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增减原

因或变化过程，而不反映其本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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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户。所以，不反映于资产负债表。

收入类账户和费用类账户均属名义账

户。 

Nominal capital 名义资本 

由一个公司发行股票的票面价值(par 

value)或设定价值(stated value)所反映

的资本金额。与实际资本 (actual 

capital)的词义不同，后者不仅包括实

缴股本的股票溢价(capital contributed 

in excess of par value)，而且还包括留

存 盈 余 ， 既 留 存 收 益 (retained 

earnings)。 

Nominal rate of 

interest 
名义利率 

指债券票面上所规定的利率。或指银

行贷款的名义利率，即按贷款利息除

以名义上的贷款金额。 

Nominal yield 
名义收益

率 

按一种证券的票面价值所计算的收益

率，而不是按市价计算的收益率。 

Nonadjusting 

events 

不作调整

的会计事

项 

指结账后会计事项(post balance sheet 

event)。通常不需要调整会计报表数

据。但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会计事项，如

不披露会导致对屹立发生误解，则应

在报表附注中予以阐明。例如，固定资

产或存货发生重大损失，兼并其他企

业，以及发行新股份或债券等事项。 

Noncontrollable 

cost 

非可控成

本 

指分配给一个部门负担的成本，但这

部分成本实际上并不在这个部门内部

发生，也不能由这个部门经理予以控

制。例如部门经理本人的薪金，以及厂

房的财产税或租金等。 

Nondeductible 

expense 

不能扣减

的费用 

指计征所得税不允许扣减应税收益额

的费用。例如超过法定金额的招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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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epreciable 

asset 

不计提折

旧资产 

不需要计提折旧费的固定资产。例如

土地。 

Non-executive 

director 

独立董

事，非执

行董事 

简称 NED。指董事会的成员，仅参加

制定公司经营决策，但不负责执行公

司政策的董事。 

Non-public 

information 

非公开信

息 

指可以影响本公司股票价格变动，但

未对社会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根据

政府法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即知内

情者(insider)不得借此谋求私利。 

Normal cost 正常成本 

指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成

本。例如，原材料和人工消耗量是按正

常情况计算的（不包括工业事故或自

然灾害所造成的异常消耗量），预计产

品生产和销售数量无较大波动，因而

分配于单位产品的制造费用亦无较大

变动。这是估算企业盈利能力所适用

的一种成本。 

Normal 

distribution 
正态分布 

或称正态概率分布(norm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指以频数分布(frequency  

distribution)方法测定某一未来财务数

据发生的概率分布时，预测数值与其

平均数或中位数数值的正常偏离，即

形成钟形正态曲线。 

Normal spoilage 正常损耗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所发生的产品损

耗。由正常的废次品损失数量所形成

的成本，应按比例分摊于产品，作为产

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Notes payable 应付票据 

缩写为 N/P。指出票人所开出的到期

票据。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accounts 

payable)不同，后者并未牵涉到对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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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书面承诺，也不必支付利息。两者

应在资产负债表上分别计列。应付票

据属负债账户，当票据到期时，需要付

出现金。 

Notes receivable 应收票据 

缩写为N/R。指受票人或持票人所持有

的到期票据。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均

属流动资产，但应收票据不仅包括本

金，而且包括利息。两者应在资产负债

表上分别计列。应收票据属资产账户，

票据到期后，可以收到现金。 

Notes receivable 

discounted 

已贴现应

收票据 

指将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转让给银行或

金融公司，按票面值减去贴现，以代表

这一时期的利息。贴现金额的大小决

定于： 

(1)  票据支付期限的长短； 

(2)  票据利率的高低。 通过应收票据

的贴现，可以将企业资金从应收票据

转变为现金，从而加速资金的周转。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非营利组

织 

即 nonprofit organization。指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

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

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

非常广，包括艺术、慈善、教育、学

术、环保等。 

O 

Objective value 客观价值 
指由具有注册职称的并具有独立性的

估价专业人员所估定的资产价值。 

Objectivity 

principle 

客观性原

则 

指 一 项 会 计 原 则 (accounting 

principle)。即某一项经济业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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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正确计量以前，不予确认和不

作会计记录。会计记录不应信赖会计

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应依据可以验证

的会计凭证做出。 

Obligation 
义务，债

务 

指任何各类的债务，或指合同规定签

约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Observation test 

观察性抽

查，观测

性抽查 

抽查的一种方法。指审计师通过观察

的方法检查实物资产或会计人员的工

作过程。  

Obsolescence 陈旧 

由于技术进步，应用更先进的设备，致

使原有资产失去使用价值。陈旧是降

低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和计提折旧的一

个主要因素，虽然它与固定资产自身

的实物磨损(wear and tear)是无关的。

不仅固定资产存在陈旧风险，存货亦

存在很大的陈旧风险。 

Obsolete asset 陈旧资产 

指陈旧设备(obsolete equipment)和陈

旧存货(obsolete inventory)。由于不再

适用于生产或销售，而须提前报废和

清理。 

Off-balance-sheet 

activities 

账外业务

活动 

缩写为 OBSA。指并不反映于资产负债

表，却可能对企业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的业务活动。例如，期权买卖和对

联营企业的信用担保等。通常仅在会

计报表的附注(footnotes)中予以披露。 

Off-balance-sheet 

asset 

账外资产

项目 

指未计列于会计报表的或有资产

(contingent asset)。例如，未决诉讼中

可能获得的赔款。 

Off-balance-sheet 

financing 
账外融资 

指长期的和不可撤销的经营性租赁

(operating lease)。由于这种租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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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筹资性租赁(financing lease)，所

以，在资产负债表上，既不反映借入资

本，也不反映企业所承担的负债。 

Off-balance-sheet 

liability 

账外负债

项目 

指未计列于会计报表的或有负债

(contingent liability)。 

Official receiver 

法定破产

企业接管

人 

缩写为 OR。指由破产法院指定的对破

产企业的资产进行管理的官员，履行

其职责至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并指派

出清算人(liquidator)为止。但有些国家

并不另外指派清算人，而是由破产企

业财产接管人直接负责清理破产企业

的资产。 

Offset account 抵销账户 即 contra account。 

Offset balance 轧差 两个项目金额相互抵销以后的差额。 

Offsetting error 相抵差错 

指会计记录中的一项差错，可以全部

或部分抵销掉另一项差错。例如，一项

经济业务的借方金额为 10.00 元，错

误记为 1.00 元；另一项经济业务的贷

方金额应为 65.48 元，错误记为 56.48

元，结果在试算表上反映不出差错。 

Offshore funds 境外资金 

指将资金转移到低税国家，即所谓的

避税港(tax haven)地区。例如，新加坡、

巴哈马和巴林等低税国家。其目的是

逃避国内税收的管辖，存款利息可以

免纳个人所得税。因而这些国家的投

资银行或投资公司拥有几百亿美元的

资金，是跨国公司筹借资金的一个来

源。 

On demand 
即期，见

票即付 

或称 on call。指持票人要求立即兑现

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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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balance 期初余额 指一个会计期开始时的账户余额。 

Opening entry 期初分录 

一个新企业或一个企业采用新的账户

制度所开始记录的分录。或指一个新

的会计期的开始分录，其中包括资产、

负债和业主产权等方面的分录。 

Operating 

activities 
营业活动 

现金流量表(cash flow statement)所使

用的一个词语。它是响现金流量的一

个重要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筹资活

动 (financing activities) 和 投 资 活 动

(investment activeties)。 

Operating income 营业收益 
或称营业利润(operating profit)。指企

业正常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益。 

Operating leases 
经营性租

赁 

不符合资本性租赁标准而作为经营费

用处理的租赁。 

Operating leverage 经营杠杆 

衡量企业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结构的

一个指标，等于边际贡献除以息税前

利润。 

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放弃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其他用途而

失去的收益。 

Optimal(optimum) 

capital structure 

最优资本

结构 

一个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指其产

权资本和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既可

以保证财务处稳定性和低风险，也可

以促使营业收益的持续增长，从而导

致股东财富或企业普通股市场价值最

大化经营目标的实现。 

Option 期权 

投资人在证券交易所的一种证券投机

活动。即支付一笔定金，就可以有权在

指定日期（三、六、九个月），以固定

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证券。其

中买进证券的期权称为买进期权(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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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卖出证券的期权称为售出期

权(put option)。 

Ordering cost 订货成本 

订购原材料所发生的各项成本。例如，

采购人员的工资、差旅费、邮电费和验

收费等。是确定经济订货量(EQQ)所需

要考虑的一项因素。 

Order of priority 
债权优先

顺序 

破产企业接管人(receiver)将破产企业

资产变为现金后，对债权人偿还欠款。 

Ordinary annuity 普通年金 

或称迟付年金(annuity in arrears)。指在

每期期末支付的年金。这是财务上最

常使用的年金制度。 

Ordinary creditor 
普通债权

人 
即 general creditor。 

Ordinary income 普通收益 

指正常业务经营所产生的收益；或指

计算公司所得税时，不属于资本收益

(capital gain)的一切收益。 

Ordinary 

partnership 
普通合伙 即 general partnership。 

Ordinary share 普通股 

指的是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及财

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

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

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后对企业盈利

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公司资

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

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 

Original capital 原始资本 指在成立公司时所投入的资本。 

Original cost 原始成本 

即原始购置成本 (original acquisition 

cost)。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的发货票价格和将固定资产置于使用

地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例如，运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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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费等）。但不包括在购置后的调整

价值。 

Original document 

原 始 单

据，原始

凭证 

或称 original evidences。证明一项经济

业务已经发生的凭证。其中包括自制

原始凭证和外来原始凭证。前者由本

单位填制，例如收料单和领料单等；后

者由外单位取得，例如发货票和现金

收据等。 

Original entry 原始分录 

指日记账(journal)中的分录。其中包括

有关某一项经济业务的全部数据，以

及它所依据的原始凭证。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其他综合

收益 

简称 OCI。与净利润分开列示的具体项

目，包括外币项目、养老金负债调整、

未实现的投资得利和损失。 

Other expense 其他费用 不能直接归于经营活动的费用。 

Other income 其它收入 来自于企业主营业务之外的收入。 

Output 

① 产

出 ，

产量 

② 输出 

①  产出，产量 

生产的产成品或劳务的实物数量或货

币数额。 

②  输出 

将数据或信息从电子计算机的内部存

储器转入外部存储器或其他外部装

置。 

Outside director 外部董事 

指公司董事会所聘请的董事，不是本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参与公司

的日常管理。但他们在公司董事会中

的地位相当重要。例如，一个银行家在

其客户公司董事会中任职，他所提出

的意见，往往对公司经营决策具有很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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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check 
未兑现支

票 

存款人已经开出，但银行尚未支付的

支票。虽然企业已记入现金支出日记

账，但尚未及时反映于银行对账单。通

过核对月末对账单，应相应减少企业

在银行的存款账户余额。 

Outstanding stock 
流通在外

股票 
企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 

Overdraft 透支 

支票账户的存款余额少于开出的支票

金额。如果企业事先同开户银行商定

信贷限额(line of credit)，银行可同意企

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额度内透支。 

Overdraft interest 透支利息 
指支票金额大于存款账户余额，按日

计算的利息。 

Overhead 间接费用 

或称 burden, indirect cost。英国称为

oncost。指与产品不直接发生联系的成

本。间接费用可以区分为变动间接费

用(variable overhead)和固定间接费用

(fixed overhead)。前者随着产品产量或

销量而变动，后者则不随着产品产量

或销量而变动。 

Overhead rate 
间接费用

分配率 

指将间接费用分配于产品或部门所使

用的比率。 

Overhead variance 

analysis 

间接费用

差异分析 

在标准成本计算中，实际间接费用和

预算间接费用的差额。间接费用差异

的分析方法通常有二种： 

(1) 两分法差异分析(two-way variance 

analysis)。 

(2) 三 分 法 差 异 分 析 (three-way 

variance analysis)。 

Owner 企业主， 狭义仅指独资企业产权的所有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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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义则泛指各种资本结构的投资人，即

不仅包括独资业主(proprietor)，而且

还包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partner)和

公司的股东(stockholder)。 

Owner’s equity 
所有者权

益 
所有者对企业资产所拥有的权利。 

Ownership 所有权 
拥 有 一 项 资 产 的 法 定 权 益 (legal 

interest)，亦即法定产权(legal title)。 

P 

Packing expense 包装费用 销售费用中的一个主要项目。  

Padding 
虚报开支

账目 

对工资或费用的虚报。例如，工资的虚

报冒领，或虚报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

费用。 

Paid-in capital 实收资本 股东或其他人投入的资本额。 

Paid-up capital 缴清股本 
指公司注册资本已由股东全部认购，

并将所认购金额全部缴清。 

Paper money 
纸币，票

据 

指钞票(bank note)；有时这个词语还包

括支票、汇票的含义在内。 

Par 面值 股票凭证上所标明的货币金额。 

Parent company 母公司 
拥有其他公司全部或多数投票权股票

的公司。 

Partner 合伙人 指合伙企业的成员。 

Partnership 合伙企业 
两个或多个所有者共同经营、共享收

益的非公司制企业。 

Partnership 

agreement 
合伙契约 

成立合伙企业时所签订的正式书面合

同。 

Par value 票面价值 

指一张证券的票面金额。由于许多年

的经营，一个公司的普通股股票的票

面价值，可能大大低于其实际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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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 专利权 
生产和销售具有一个或多个独有特征

产品的排他性权利。 

Payables 应付项目 

不论是否到期的一切应付款项，它包

括应付账款(accounts payable)和应付

期票(notes payable)。 

Payback period 回收期 

或称 payoff period。指一个投资项目

的现金流入等于其现金流出所需的时

间。其计算公式为： 

投资回收期 = 原始投资 ÷

平均年度现金流入  

Payroll register 
工资记录

表 

在每一个工资发放期期末编制的用来

归类和汇总雇员工资数据的多列式表

格。 

Payroll 工资 员工在某一期间的工资收入总计。 

Penalty 
罚金，罚

款 

由于违犯法律或合同而应交纳的罚

款。 

Penalty clause 罚款条款 

指合同中所规定的一项条款。未能履

行合同的一方必须交纳罚款，以赔偿

对方所蒙受的损失。 

Pending action 未决诉讼 

尚未经法院审理，但足以影响动产或

不动产产权的诉讼。因而须在会计报

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Pension 退休金 

由政府或企业向后退休职工所支付的

固定津贴。在外国很多大型企业均制

定有退休金计划(pension plan)。 

Pension fund 
退休金基

金 

为向退休职工支付退休金而专门建立

的基金。这项基金的本金和利息，通常

由一个独立的受托管理人（信托公司

或人寿保险公司）所经管。职工退休

后，退休金不是由企业支付，而是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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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理人负责支付，因而提存的退休

金基金已不是企业的一项资产。 

Pension plan 

退休金方

案，退休

金计划 

或称 retirement plan。为了支付退休

金，雇主和职工所签订的一项合同。 

Per annum 按年 指租金和保险费是按年计算的。 

P/E ratio 市盈率 

市盈率是最常用来评估股价水平是否

合理的指标之一，由股价除以年度每

股盈余(EPS)得出。 

Percentage of 

completion 

method 

完工百分

率法 

按完工程度确认一项长期建筑工程合

同的收入或费用。 

Perfect capital 

market 

完善资本

市场 

或称有效能资本市场(efficient capital 

market)。指在资本市场中，众多买主

和卖主从事大量的证券交易，没有任

何人能够操纵证券交易，而且发行股

票和债券的公司均能通过会计报表充

分披露其财务状况，使投资人完全了

解证券投资的收益和风险，从而能够

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Perfect 

competition 
完善竞争 

或称完全竞争(pure competition)。指在

市场上有大量的证券或商品交易，没

有任何买主或卖主能操纵价格，所有

的买主或卖主都能掌握相等的有关证

券或商品交易的信息。 

Performance 

accounting 
业绩会计 

或 称 业 绩 评 价 会 计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ccounting)。指考核企业所

属各部门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和编制

程序和方法。 

Performance 业绩评价 指对企业下属分支机构的营业效率和

http://baike.baidu.com/view/988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8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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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效果所作的考核。实行公司分析管理

体制，必须首先建立和健全有效的业

绩评价或考核制度。 

Performance share 业绩股份 
指公司无偿地给予其职工的股票，以

奖励他们在工作上的成绩。 

Period costs 期间成本 
带来当期收入、但不涉及生产过程的

成本，如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 

Periodic audit 定期审计 
一定会计期的审计。例如，一个月、一

个季度、一个年度进行一次的审计。 

Periodic method 
定期盘存

制 

一种存货核算方法，该方法下存货记

录不列示可供销售或已销售的存货数

量。 

Periodic income 定期收益 
指时间是固定的或可以事先确定数额

的收益。例如租金收入。 

Periodic inventory 定期盘存 

指不是按日记录存货的变动，而是按

固定的间隔期盘点存货并记录存货变

动的一种存货控制制度。 

Periodicity 

concept( of 

accounting) 

会计期间

概念 

会计的一项基本假设。即假定一个企

业的整个寿命可以划分成若干时期，

借以近期确定和报告企业的经营成

果。 

Periodic payment 

定期支

付，定期

付款 

指固定时间的或是可以事先确定数额

的支付。例如，企业按期支付的专利权

使用费和财产保险费等。 

Permanent 

differences 

永久性差

异 

在损益表上列示的应税所得和税前利

润之间的差额，该差额可能是由某些

收入免税或某些费用在计算应税所得

时不能抵扣引起的。 

Permanent file 
永久性档

案，永久

审计档案的一种类型。指用专设的卷

宗所长期保存的文件和工作底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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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件 备以后查账时参阅。其中包括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记录、长期合同副本、

资本性资产明细表、会计程序和会计

方法摘要，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等。永久

性档案虽然亦需不断地更新或补充，

但不必由审计师每年重新编写。 

Perpetual annuity 永续年金 
或称 perpetuity。指没有终止日期的

年金。 

Perpetual method 
永续盘存

制 

一种存货核算方法，该方法下存货账

户记录每次商品的购买和销售。 

Personal allowance 
个人免税

额 

根据英国所得税法规定，在个人年度

应税收益额中，可以扣减的数额。 

Personal income 

tax 

个人所得

税 

对于个人或家庭收入，以及非公司组

织形式企业（独资和合伙企业）的净收

益，按年度课征的一种直接税。所得税

税率是累进的。应税收益额越大，税率

越高。 

Personal property 动产 

亦称 chattel 或 personalty。指土地和

建筑物等不动产以外的财产，其中包

括现金、存货，以及其他可以移动的财

产。 

Petty cash 零用现金 

企业以货币形式置存的小额现金，用

于临时性的小额支付。通常设于定额

备用金(imprest fund)制度中。 

Physical inventory 实地盘存 详细列示库存存货。 

Piece wage 计件工资 

或称 piece rate。按产品件数支付工人

工资的一种制度。是以工作量计酬，而

不是以工作时间计酬。 

Piracy 
侵 犯 版

权，盗版 

指非法复制激光唱盘、视盘，以及电子

计算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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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计划编制 

企业为达到期望经营目标而制定经营

计划的过程。经营计划包括：战略计划

(strategic planning) 和 营 业 计 划

(operational planning)。前者是长期计

划，后者是短期计划。 

Plant and 

equipment 

厂房和设

备 

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固定资

产。其中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

以及运输工具等。常用的名称是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Pledge 抵押 

为了借到一项贷款，将资产作为抵押

品(collateral)将给债权人保管。但产权

仍属借款人所拥有。 

Pledged asset 抵押资产 

作为债务的保证而押出的资产。抵押

资产虽然仍计列于资产负债表，但实

际上不能用于抵偿债务。因此，必须在

会计报表的附注(footnotes)内予以说

明。 

Policy 政策 

指在既定社会经济环境下，指导企业

经营活动的一般性原则。公司的最高

政策是由董事会做出的。 

Political risk 政治风险 

在国外从事投资所必须考虑的一项因

素。投资人必须对政治风险的程度进

行评价。其中包括政治动乱、战争和政

府法令的变动。在政府法令的变动中

又包括充公外国投资人的资产、提高

所得税税率、实行外汇管制、限制股利

的分配或汇出，以及强制向所在社区

或福利性事业捐款等。 

Population 总体 
审计抽样用户。指一组数据项目的总

金额。样本(sample)仅是总体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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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例如，审计师需要审查某企业的招

待费用，总体即是本会计期招待费总

金额。通过抽查一部分原始凭证，就可

以推断招待费总体金额中所存在的问

题。 

Portfolio 

证券组合

投资，证

券搭配投

资 

指企业所持有的全部证券的组合。其

中通常包括不同公司的债券、优先股、

普通股，以及各种政府证券。 

Portfolio risk 
证券组合

投资风险 

指任何一组证券投资所包含的风险。

其风险大小，不仅取决于每一种证券

本身的风险，而且取决于各种证券的

比例关系。 

Position 财务状况 

即 financial position。指一个企业的资

产、负债总额、营业收支和损益状况，

以及资本结构等。 

Positive 

confirmation 

正 面 询

证，正面

查证 

审计人员向企业的客户发出询证信

函，不论应收账款的余额是否相符，均

要求复函。对一些金额较大的应收账

款，通常采用这种询证方式。 

Post-closing trial 

balance 

结账后试

算平衡表 

在所有结账分录过账之后编制的试算

平衡表。 

Posting 过账 
将日记账分录借方和贷方转入账户的

过程。 

Predetermined 

factory overhead 

rate 

预定制造

费用分配

率 

用来将制造费用分配给生产产品的比

率，这一比率在会计年度的年初以预

算制造费用除以预计业务量确定。 

Preferred stock 优先股 
拥有相对普通股来说的优先权利的股

票类型。 

Premium 溢价 股票发行价格超过其面值的金额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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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价格超过其面值的金额。 

Premium bond 有奖债券 
指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不支付利息，

但购买者有获得奖金的机会。 

Prepaid expenses 预付费用 
将在未来使用的诸如物料等项目。也

见 deferred expense。 

Present value 现值 
未来收到（或支付）的现金的价值不等

于较早期收到的等量现金的价值。 

Present value 

index 
现值指数 

以备选投资方案净现金流入量的总现

值除以投资额得到的一个指数。 

Present value of an 

annuity 
年金现值 

在未来定期收到的一系列等量现金的

现值总额。 

Price-earnings 

(P/E) ratio 
市盈率 

以某一特定时间的每股市价除以年度

每股收益计算而得的一个比率。 

Price index 物价指数 

一种或一组商品的价格在不同时期的

比率。物价指数是计量物价变动和评

价生活水准的一个重要工具。物价指

数通常是根据一些经过选择的商品项

目的价格，通过加权平均计算的。例

如，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Retail Price 

Index—RPI)。 

Prior period 

adjustments 
前期调整 

对前一期或几期发生的重大性核算错

误进行的更正。 

Primary account 初级账户 

指记录外部经济业务的账户。初级账

户的一些或全部记录需要转入二级账

户(secondary account)。 

Prime cost 主要成本 

指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和直接人工成

本。主要成本不包括分配于产品的间

接费用(overhead)。 

Principal 
① 本金 

② 委托

① 本金 

一项投资或贷款的原始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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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② 委托人 

委托别人代理业务的企业或个人。 

Private accounting 私人会计 
指的是为公司企业单位服务的会计。

负责企业内部的报表，财会项目。 

Procedure audit 程序审计 

指审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程序和会计

账务处理程序所进行的检查，使其改

进、简化和更符合实际需要。通常是由

企业内部审计师从事这项工作。 

Process 
流程；步

骤 

完成一个特定任务的一系列相互联系

的活动。 

Process costing 

system 

分步成本

计算法 

成本会计系统的一种核算方法，该方

法下根据每个不同制造部门归集成

本。 

Process 

manufacturers 

分步制造

企业 

指运用大机器进行生产、将原材料通

过不同步骤加工成完工产品的这一连

续流程的制造企业。 

Product cost 产品成本 

在运用成本加成法进行产品定价时所

采用的概念，在该概念下作为加成基

础的成本只包括产品的制造成本，即

生产成本。制造成本的三个组成部分：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Production budget 生产预算 对生产数量进行预测的预算。 

Professional ethics 职业道德 

注册会计师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标

准。遵守会计职业道德准则，对于维护

会计职业的声誉，以及争取社会公众

对注册公共会计师的会计信息，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Professional fee 
公费，专

业服务费 

对提供专业服务，例如对公共会计师

提供服务所支付的费用。 

Profit and loss 损益表 或称 incom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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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Profit center 利润中心 

其管理者有权利和责任制定影响收入

和成本（进而影响利润）的决策的分权

化组织。 

Profit margin 
销售利润

率 

投资回报率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为经

营活动带来的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

率。 

Profitability 获利能力 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 

Profit-volume 

chart 

利润－产

量图 

用来帮助理解利润与生产量之间关系

的一个图表。 

Promissory note 承兑票据 
对在特定时间内或根据对方要求支付

一定金额款项的书面承诺。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PPE) 

财产、厂

房和设备 

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包括设备、机

器、房屋和土地。 

Proprietorship 所有权 
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财产所享

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Public accounting 公众会计 

指的是为政府部门，比如税务机关服

务的会计。负责政府机关的财务问题，

也包括审计。 

Purchase method 购买法 

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置换其他资产、发

行债券或者这些手段的混合获得另一

个公司的投票权股票的控制权时所采

用的会计核算方法。 

Purchase order 
进货订货

单 

向供应单位要求按指定价格发出指定

数量、指定规格商品的单据。 

Purchase return or 

allowance 

购货退回

或折让 
买方退回残次商品或要求价格调整。 

Purchases 

discounts 
进货折扣 

购买方提前支付款项所能获得的折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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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s journal 
采购日记

账 
记录所有赊购业务的专用日记账。 

Put option 

出 售 期

权，卖方

期权 

指在一定日期按一定价格出售一定数

量股票的期权。与购买期权 (call 

option)的词义不同，后者是指购买一

定数量股票的期权。 

Q 

Qualification 资历 

指学历和工作经历。例如，根据一般审

计准则，审计师必须精通会计和审计

专业知识，并须通过注册公共会计师

职称考试(CPA examination)。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会计信息

的质量特

征 

为了使会计报表对使用者具有使用价

值，会计信息应符合一定的质量要求。 

Quality cost 质量成本 

为了控制和提高产品质量而发生的各

项成本。其中包括：  

(1)  预防成本；  

(2)  检验成本；  

(3)  废品损失；  

(4)  返修费用；  

(5)  质量事故损失。 

Quality review 质量检查 

审 计 用 词 。 或 称 同 业 检 查 (peer 

review)。指由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人

员对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质量

所进行的检查。检查的内容不仅包括

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外勤审计工作

的监督，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报告的

编写，而且还包括与客户的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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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进修情况等。 

Quantitative 

analysis 
定量分析 

应用有大量相互关联的变数的数学模

型，分析企业各项经济资源的数量因

素(quantitative factor)。财务和会计信

息系统是进行定量分析所需大量数据

的一个重要来源。 

Quantitative factor 数量因素 

在制定经营决策时可以从数量上计量

的因素。例如，企业拥有的人力和物力

等经济资源的数量。通过边际收入

(marginal revenue) 和 边 际 成 本

(marginal cost)的计量，可以确定产品

的最佳产量。 

Quantity discount 数量折扣 
或称 volume discount。由于购买商品

数量较大而在售价上所作的扣减。 

Quantity variance 数量差异 

或称用量差异(usage variance)、效率差

异(efficiency variance)。指在标准成本

(standard cost)中，单位产品标准价格

乘以实际数量与标准数量之差，即： 

单位产品标准成本 × (实际数量 −

标准数量)  

Quasi-contract 准合同 

虽然未曾正式签订合同，但由于已经

接受对方提供的商品或劳务，收到了

一定的经济利益，因而按照商业常规，

必须履行付款责任。 

Quick assets 速动资产 
现金和可迅速转化为现金的流动资

产，如有价证券和应收款项。 

Quick ratio 速动比率 

衡量企业在短期内用速动资产（现金、

有价证券、应收账款）偿还流动负债能

力的财务比率。 

Quick liability 速动负债 在一二个月内必须偿还的负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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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应付账款和应付费用等。 

Quotation 报价 
指卖主向买主提出商品的销售价格和

销售条件，并表示愿意供应商品。 

Quoted company 
证券上市

公司 
即 listed company。 

Quoted price 牌价 交易所公布的商品或证券交易价格。 

Quoted securities 

挂 牌 证

券，上市

证券 

即 listed securities。 

R 

Random sampling 
随机抽样

法 

在审计抽样中，指总体(population)中

的任何一个项目均有被选择为样本的

机会。即某个项目是否被选中全凭机

会，审计师无从干预或带有偏见。 

Rate   

①比

率； 

②工资

率，费率 

①  比率 

指两个相关数据的比值。例如，贴现率

(discount rate)和股利率(dividend rate)

等。 

②  工资率，费率 

指一个单位时间的一项劳务的价格或

收费标准。例如，每小时 5 美元的工

资率；或指运费和保险费的费率。 

Rate earned on 

common 

stockholders' 

equity 

普通股股

东权益收

益率 

衡量获利能力的指标，等于净利润减

去优先股股利后的余额除以普通股股

东权益。 

Rate earned on 

stockholders’ 

equity 

股东权益

收益率 

衡量获利能力的指标，等于净利润除

以普通股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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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earned on 

total assets 

总资产收

益率 

衡量资产获利能力的指标，包括债权

人和股东的权益。 

Rate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投资回报

率 

对资产投资的管理效率的一种衡量方

法，等于营业利润除以投资资产。 

Rate of taxation 税率 

应纳税额和纳税基数的比率。税率的

结构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 比例税率(proportional tax rate)，例

如财产税； 

(2) 累进税率(progressive tax rate)，例

如所得税。 

Rate per annum 年率 
按年计算的利率。长期银行贷款通常

使用年率。 

Ratio analysis 比率分析 

财务分析(financial analysis)的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会计报表项目之间的比

率关系，可以真实反映企业的偿债能

力和盈利能力。 

Ratio of fixed 

assets to long-

term liabilities 

固定资产

对长期负

债比率 

衡量长期债权人的安全边际的杠杆比

率，等于固定资产净额除以长期负债。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stockholders’ 

equity 

负债对股

东权益比

率 

衡量债权人的要求权与股东权益之间

关系的全面杠杆比率。 

Raw material 原材料 
为了制造或加工某种产品所使用的一

项自然的或半加工的材料。 

Real 

①实物

的； 

②实际

的； 

③不动

产的，房

①  实物的 

指有形资产。例如厂房、设备、存货等

实物资产(real asset)。而不是商誉和专

利权等无形资产。 

②  实际的 

指按物价指数调整的实际收入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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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的 income)，即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反映

实际购买力的货币收入，而不是名义

收入(nominal income)。 

③  不动产的，房地产的 

资产的一个大类，即 real estate。指土

地和建筑物。 

Real accounts 实账户 
资产负债表账户术语，它相对持久存

在并且可以结转到下一个会计期间。 

Real estate 
不动产，

房地产 

或称 real property, realty。缩写为 RE。

指土地和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 

Real-time 

information 

system 

实时信息

系统 

指在数据发生时，能够快速处理数据

的电子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由于实

时系统必须具有联机(on line)能力，形

成一个网络系统，因而实时系统亦称

为联机实时(OLRT)系统。它通常由一台

中央处理机(CPU)、多台数据终端机和

通信线路所组成。会计数据的实时处

理(real-time processing)成本虽然高于

成批处理(batch processing)，但却能及

时提供制定经营决策和控制所需的会

计信息。 

Real value 实际价值 
指将不同时期记录的资产账面价格按

一定物价指数加以调整。 

Realization 变现 
当合伙企业被清算时对资产进行变

卖。 

Receipt 收据 
指收到现金或其他资产而开出的原始

凭证。例如，现金收据(cash receipt)。 

Receivables 应收款项 

指应收账款(accounts receivable)和应

收票据(notes receivable)。在资产负债

表上列为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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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ing report 收货单 
收到货物的一方开据的用来表示货物

已经收到并验收的表格或电子单据。 

Reciprocal 

allocation method 

相互分配

法，相互

分摊法 

或称双重分配法 (double distribution 

method)。指工业企业辅助生产部门之

间相互提供劳务，对其费用进行交叉

的分配。 

Reciprocal 

holdings 
相互控股 

甲公司拥有乙公司的股票，乙公司也

拥有甲公司的股票，从而，两个公司在

业务经营中有关紧密的联系。 

Recognition 

principle 
确认原则 

或称实现原则(realization principle)。指

确认营业收入和费用所依据的会计原

则(accounting principle)。传统会计实

务是在销售实现时确认营业收入，并

依据配比原则确认费用。收入和费用

的确认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会计原则，

因为它关系到企业收益能否正确计

量。 

Reconciliation 调节 

反映一个账户金额与另一个相对应的

账户(例如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往来账

户)金额发生差异的原因，并通过调

整，使两个账户的金额相互一致。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调节表 

反映两个相互往来账户 (reciprocal 

account)之间差异的明细表。 

Redemption 
赎回，偿

还 

指股票或债券的兑回；或指贷款的提

前偿还。 

Reducing-balance 

method 

余额递减

折旧法 

这种折旧方法是：假定固定资产的使

用交通是逐年降低的，其所提折旧额

亦应逐年减少。 

Registered capital 注册资本 
或 称 注 册 股 本 (registered capital 

stock)。指公司在核准成立时所申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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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总额。 

Registration 
登记，注

册 

证券公开上市的申请手续。公司须按

照规定的格式编制报表。送交证券交

易管理机构核准。 

Regressive tax 
递减税，

累退税 

指随着纳税基数的增加，纳税额的比

例保持不变或反而减少的税收。大多

数间接税均具有累退的性质。 

Regulations 
规章，条

例 

指政府机构所规定的各项管理制度。

它比法案 (act)或法律 (law)低一个层

次 。 所 谓 会 计 规 章 (accounting 

regulations)，是指政府主管机构制定

的会计规则(accounting rules)。其中主

要包括资产计价和收益计量规则，以

及会计报表的格式等。 

Related cost 关联成本 

指与一项销售收入或其他营业收入有

关的成本。或指与一项成本有关的成

本。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内 部 交

易， 内幕

交易 

审计用词。指公司管理人员或董事与

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由于这些人员

对本公司经营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

往往可以从交易中获取不正当利益，

所以，在会计报表的附注中，必须详细

说明其性质、金额和结算方式。这类经

济业务是审计人员必须检查的重点。 

Relevance 相关性 

指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即

为了提供制定决策所需会计信息，会

计报表中的数据必须与制定决策是相

关的。 

Relevant cost 相关成本 
指与一项投资决策有关联的成本。例

如，在设备重置决策中，新设备的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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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旧设备的变卖价值是相关成

本，而与旧设备的原始购置成本(即历

史成本或沉没成本 )是非相关成本

(irrelevant cost)。 

Reliability 
可靠性，

可靠程度 

指会计记录或会计报表的可信赖程

度。 

Rent 租金 

指租用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所支付

的费用。在损益表中，计列为营业费

用。 

Reorder cost 

订 货 成

本，再订

货成本 

订购材料存货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

其中包括电话费、邮费和订单打印费

等。 

Reorder quantity 订货量 
指存货的每次订货数量。参见经济订

货量(EQQ)。 

Reorganization 

公 司 改

组，公司

重组 

指企业在发生财务危机的情况下，通

过改组资本结构(recapitalization)，即

减少债权资本和增加产权资本，并以

产权资本冲销历史累积的账面营业亏

损，从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提高

企业的信誉。最终使企业能够以商业

信用从银行筹措到更多的资金，并获

得一个新的经营起点。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维修费 

固定资产经过长期使用或损坏以后，

为了使其恢复服务能力而发生的支

出。修理(repairs)和维修(maintenance)

仅是程度上的差别，通常使用维修费

这一个账户。 

Repayment 
偿还，偿

付 
指本金的偿还。 

Replacement cost 重置成本 缩写为 RC。指用于购买一项相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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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的未来收益或服务能力)的

公平市价。 

Responsibility 

center 
责任中心 

指对企业的一个所属业务部门，指定

管理人员负责直接控制其经营活动。 

Report 年度报告 

指公司向董事会、投资人和债权人所

提 出 的 年 度 财 务 报 告 (financial 

report)。通常附有会计(财务)报表和审

计师的审计报告。 

Report form 报告格式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从上到下依

次列报的资产负债表格式。 

Representation 

情 况 说

明，情况

陈述 

指企业管理人员向审计师阐明事实和

意见。其中包括：应收账款性质和预计

收款的时间，存货的周转情况，以及固

定资产的产权和抵押情况等。 

Requisition 
请购单，

领料单 

或称 purchase requisition。企业生产部

门向供销部门申请订货或申请领料的

一种单据。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 

研究和开

发成本 

缩写为 R&D cost。或称研究和开发支

出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指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或

新工艺过程中发生的支出。 

Reserve 公积金 
即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亦即企

业未分配的净收益。 

Residual income 剩余收益 

缩写为  RI。指企业所属投资中心

(investment center)的营业收益减占用

资金的应计利息。或指一个投资项目

的预期收益减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后

的余额。一个投资项目剩余收益额的

绝对值越大，说明它给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越多。它与投资收益率(ROI)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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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做出更好的

评价，因为它考虑了投资所应承担的

费用。 

Residual value 剩余价值 

或称剩余成本(residual cost)。一项固定

资产的成本减去已经摊销的部分。与

残值(salvage value)不同，后者指除作

废料处理外，已无任何其他用途。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责任会计 

指收集、汇总和报告企业内部各责任

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会计信息的

程序和方法。在实行责任会计制度的

情况下，将所属各业务部门当作独立

的会计单位，赋予其管理本部门收入

和费用的责任。责任会计制度的核心

是：将考核经营业绩的会计制度与经

营管理上的责任结合起来。因而责任

会计是专门考核各业务部门经营业绩

的一种会计制度。 

Responsibility 

center 
责任中心 

指对企业的一个所属业务部门，指定

管理人员负责直接控制其经营活动。

责任中心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设置：

如果只追溯费用支出的职责，则设置

成本中心(cost enter)；如果不仅追溯费

用，而且追溯营业收入或收益的职责，

则设置收入中心(revenue center)或利

润 中 心 (profit center) 或 投 资 中 心

(investment center)。 

Restructuring 

charge 
重组费用 

非自愿解雇员工、解除合同、合并设施

或者重新安排员工而发生的费用。 

Retail Price Index 
零售价格

指数 

缩写为 RPI。英国政府按月公布的一

组消费品价格指数，是根据家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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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所得出的比重加权计算出来的。

它反映人民生活费用和物价的上升水

平。 

Retained earnings 

留 存 盈

余，留存

收益 

或称 retained income。指一个公司所

实现的净收益(net income)减支付股利

以后的数额。 

Retained earnings 

statement 

留存盈余

表，留存

收益表 

对企业在特定期间内（一个月或一年）

发生的留存收益的变动进行汇总的报

表。 

Retirement   

① 退

役 ，

报废 

② 退

股 ，

还本 

③ 退休 

①  退役，报废 

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年限期满或用于

销售而退出生产。相应地须在固定资

产和折旧账户上作调整分录。 

②  退股，还本 

指一个公司购回股份的注销；或指债

券的还本付息。 

③  退休 

指职工的退休。大多数公司均规定了

职工退休办法 (retirement plan 或 

pension plan)。 

Return 

① 报

酬 ，

收益 

② 纳 税

申 报

表 ，

税单 

③ 退货 

① 报酬，收益 

指一项投资所获利的收益(income)。通

常以百分率表示。 

② 纳税申报表，税单 

企业为履行纳税义务，向税务机构填

报的纳税报表。 

③ 退货 

客户退还给企业要求退换或退款的商

品。 

Return on capital 已动用资 英 文 计 算 公 式 是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04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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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d   本回报率

（ROCE

） 

profit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

capital employed（capital employed =

total asset-current liability），即当期

息税前利润÷当期平均已动用资本。可

用来作为显现企业运用资本能力的指

标。 

Revaluation 重估价 

由于传统会计是以原始购置成本（即

历史成本）对固定资产计价，在物价水

平上升时，必须对固定资产价值作全

面的调整，否则资产负债表上所计列

的会计数据，必然导致会计报表使用

者的误解。 

Revenue 
收入，营

业收入 

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收入，以

及利息和租金等收入。 

Revenue center 收入中心 
企业下属的一个负责组织营业收入的

责任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 

Revenue 

expenditure 
营业支出 

指一项营业费用(expense)，而不是一

项资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这个

词语的含义不够明确，应以 expense 

一词来替代。 

Revenue journal 
收入日记

账 
记录所有赊销业务的专用日记账。 

Revenue 

recognition 

principle 

收入确认

原则 

或称收入实现原则(revenue realization 

principle) 。 指 一 项 重 要 的 会 

计 原 则(accounting principle)。 

Reverse entry 转回分录 

由于业务变动或会计差错，对前期账

簿中借方和贷方分录予以冲回而作的

分录。 

Rights issue 
附 权 发

行，配股 

指附有优先购股权(preemptive right)

的股票发行。股东可以按较低价格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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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新股，从而保持股东在公司中的股

权份额。如果现有股东不愿意认购新

股，则可以按与这个购股权的优惠价

格相联系的价格，出售这种权利。 

Risk 风险 

指预期收益减少或损失发生的概率

(probability)。风险是由于未来营业情

况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产生的。

例如，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生产技术

的变化，往往会给投资带来风险，使企

业的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甚至发

生损失。风险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财务概念。是否敢于承担

风险，以及能否正确计量风险，直接关

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 

Risk-adjusted 

discount factor 

风险调整

折现系数 

计算风险调整收益率 (risk-adjusted 

rate of return)所使用的一种方法。即对

高风险投资项目的未来年度收益，乘

以较高的折现系数，从而得出较小的

净现值(NPV)。 

Risk-adjusted rate 

of return 

风险调整

收益率 

指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将具有不同风

险程度的几个投资项目，折合为相同

的风险程度，从而使其成为可以相互

比较的投资收益率。通常是使用风险

调整折现系数 (risk-adjusted discount 

factor)、贝塔系数 

(Beta coefficient) 、确定性等值系数

(certainty equivalent coefficient)等方法

加以折算。 

Risk averter 
厌恶风险

者 

或 称 厌 恶 风 险 投 资 人 (risk-averse 

invesr)。指宁愿减少投资收益，而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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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增加风险为代价。大多数投资人

都是  风险厌恶者，而不是爱好风险

者(risk lover)。   

Risk diversification 风险分散 

指投资人将资本投资于几种不同类型

的业务或证券，从而减少其投资风险

的承受程度(risk exposure)。亦即减少

投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Riskless rate of 

return 

无风险投

资收益率 

指政府证券组合投资的收益率。由于

不存在风险，其收益率低于证券市场

的投资收益率。任何企业投资项目的

期望收益率，均必须高于无风险投资

收益率，才是可行的。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指为了防止资产遭受损失而从事的管

理。其中包括对风险进行分析和计量，

以及采取分散和预防风险的措施。例

如，投保财产保险和职工忠诚保险，从

事 不 动 产 或 证 券 的 组 合 投 资

(portfolio)，以及为了防止外汇汇率变

动而蒙受损失所采取的套汇措施等。 

Risk premium 

风 险 报

酬，风险

溢酬 

指从事一项具有一定风险的投资，与

无风险投资相比较所应获得的额外收

益。 

Rolling budget 滚动预算 即连续预算(continuous budget)。 

Royalty 

① 租费 

② 开采

权使

用

费，

专利

权使

①  租费 

由于使用资产而给予的报酬。例如，电

子计算机的租费。 

② 开采权使用费，专利权使用费，技

术转让使用费 

由于使用土地开采矿藏，使用专利或

技术诀窍(know-how)，按产品售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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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费，

技术

转让

使用

费 

一定比例所支付的费用。 

Riskless rate of 

return 

无风险投

资收益率 

指政府证券组合投资的收益率。由于

不存在风险，其收益率低于证券市场

的投资收益率。任何企业投资项目的

期望收益率，均必须高于无风险投资

收益率，才是可行的。 

Running cost 运转成本 
维持一项操作或机器运行所发生的直

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S 

Safety margin 

安 全 幅

度，安全

边际 

指超过损益分界点的产品销售数量。 

Safety stock 

安 全 库

存，保险

库存 

或称安全存货(safe inventory)。为了防

止存货在订货间隔期(lead time)内耗

用量的意外增加而建立的最低的合理

库存。 

Salary and 

allowance 

薪金和津

贴 

指职员的薪金和各项津贴。例如房租

津贴和子女教育津贴等。 

Sale 销售 

指一项收入(revenue)业务。将商品或

劳务提供给消费者，以挽回现金或支

付给的承诺。 

Sale and leaseback 
售后返回

租赁 

指企业将房地产或设备销售给租赁公

司（或保险公司）后，又将房地产或设

备租回，从而使企业获得一笔价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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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常业务周转。 

Sales allowance 销售折让 

由于购货人未能确切地按照订货单上

所规定的数量和质量收到商品，销货

商在销售发货票价格给予一定的减

让。是营业收入(revenue)的一个抵销

账户。 

Sales budget 销售预算 

确定未来会计期销售收入的预算。其

中包括各种产品的销售量、单价、销售

额，以及赊销和现金收入等。企业的其

他各项预算，例如生产预算、直接材料

预算、直接人工预算、间接费用预算以

及现金预算，均以销售预算为依据而

编制。 

Sales discounts 销售折扣 

由于迅速地支付现金而在销售发货票

价格上所作的扣减。以销售收入总额

扣除销售折扣即为销售收入净额。 

Sales forecast 销售预测 

对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的未来销售额

的预测。销售预测通常是销售预算

(sales budget)编制的起点，也是营业预

算 (operating budget) 和 财 务 预 算

(financial budget)编制的基础。 

Sales journal 

销售日记

账，销售

收入日记

账 

或称 sales book。专门记录销售业务的

原始分录账簿，可以按部门或产品设

立账簿。 

Sales ledger 

销售分类

账，销售

收入分类

账 

或称客户分类账(customers’ ledger)。

指按客户设置账户的一种人名分类账

(personal ledger)。主要记录企业对各

客户的应收账款。 

Sales mix 销售组合 在企业的销售总额中，各种商品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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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 

Sales mix variance 
销售品种

结构差异 

指实际销售品种结构同预算销售品种

结构的差异，对营业收益带来的影响。

由于各种商品边际收益 (marginal 

income)的不同，顺差反映销售更多的

高盈利水平的商品，逆差则反映销售

更多的低盈利水平的商品。 

Sales price 

variance 

销售价格

差异 

指单位商品实际销售价格同预算销售

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实际销售数量。

实际价格大于预算价格为顺差，反之，

则为逆差。 

Sales returns 销售退回 

指发出商品由于质量存在问题而退回

销货商。销货退回是销售收入(sales)或

营业收入(revenue)的抵销账户。 

Sales tax 
销售税，

营业税 

对销售商品所课征的税收。通常按固

定百分率征收。它是由商品的卖主交

纳，但由买主或消费者负担。在发生赊

销业务时，其会计分录为：借记应收账

款，贷记销售收入和应付销售税。 

Sales volume 

variance 
销量差异 

或称 sales quantity variance。指由于实

际销量偏离预算而造成的差异。其计

算公式为： 销量差异 = (实际销量 −

预算销量) × 单位预算价格 

Sample 样本 

指从数据总体(population)中挑选出一

部分数据项目，可以代表总体的特性。

审计 师所依据 的审计证据 (audit 

evidence)，绝大多数来自抽查的样本，

这是因为审查总体数据的费用是极为

昂贵的。 

Sampling error 抽样误差 指依据样本所推算的数值，与总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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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值的差异。为了避免抽样发生重

大误差，应事先确定抽样所必须达到

的 精 确 度 (precision) 和 可 靠 程 度

(reliability)。一般来说，样本的数量越

大，误差就越小。 

Sampling risk 抽样风险 

指审计师对会计记录所以进行的抽

查，并不可能揭露出全部会计差错和

舞弊行为。抽样风险是审计风险(audit 

risk)的一个组成部分。 

Savings 储蓄 
指个人收益的延期消费。个人储蓄通

常采用现金、银行存款和证券等形式。 

Scrap value 残值 

指一项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期满或其他

原因退役时，以其实际或预计销售价

格减清理成本。 

Secondary auditor 
从属审计

师 

指负责审核客户企业下属机构，例如

子公司的审计师。其审计费用是由主

办审计师(principal auditor)支付，有关

审计报告的法律责任，亦由主办审计

师承担。 

Secured bond 担保债券 
以抵押财产作为担保而发行的一种债

券。 

Securities 债券 

对一个公司的债权或产权拥有所有权

的凭证。证券通常是可以交易和流通

的，因而是最好的短期投资对象。证券

主要是指长期的产权或债权，例如股

票或债券，很少用于指汇票等短期商

业票据。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证券 

交易管理

委员会 

缩写为 SEC。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是

证券交易和金融市场的一个管理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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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company 
证券公司 

即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指

投资于其他公司证券而获得收益的公

司。 

Securities 

exchange 

证券交易

所 

或称股票交易所(stock exchange)。指进

行证券交易的有组织的市场。 

Segment 

分部，独

立核算部

门 

指企业的下属业务部门，各自拥有一

定数量的资产，并且单独地核算其经

营成果。 

Segment reporting 

分部报

告，独立

核算部门

报告 

指企业下属分部向总部所报送的会计

报 表 ， 亦 即 贡 献 毛 利 损 益 表

(contribution margin income 

statement)。其主要内容是反映分部的

销售收入和变动成本。 

Segregation of 

duties 

职 责 划

分，职责

分离 

会计制度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例如，

资产保管和资产记录工作，应该分别

由两个职工分工负责，而不应由一个

职工兼管，以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但

企业规模很小，就难以做到职工职责

的划分。 

Self-finance 
自筹，自

筹资金 

指以本企业的净收益作为扩充厂房和

增添设备的资金来源。所谓自筹资金

比率(self-finance ratio)是指企业自筹

资金（净收益和折旧）占新投资的百分

率。 

Selling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 

销售和管

理费用 

损益表中通常计列的一个合并项目。

其中包括销售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 

Selling expenses 销售费用 

产品销售过程所发生的费用。其中包

括仓储费、广告费、推销员薪金或佣

金，以及差旅费等。应计列为本期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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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operating expense)。 

Sell-or-process-

further decision 

销售或继

续加工决

策 

指一种短期经营决策。特别适用于分

步骤生产的产品。如果市场价格有利，

不必等到生产出最终产品后才销售。

决定一种产品是否继续加工，应考虑

继续加工的额外营业收入和额外营业

成本，而不应考虑作决策时已经发生

的成本，即沉没成本(sunk cost)。 

Semivariable cost 
半变动成

本 
随企业经营活动呈线性增长的成本。 

Senior accountant 
高级会计

师 

或 称 主 管 会 计 师 (accountant in 

charge)。指能力、经验和职务者达到较

高水平的会计师。 

Sensitivity analysis 
敏感性分

析 

指一种线性规划(LP)技术。使用这种分

析方法，可以计算出一个投资项目的

任何变量(价格、成本)所发生的变化，

及其预期收益额可能发生的误差。如

果误差较大，则说明这个投资项目存

在较大的风险。 

Separable cost 
可分离成

本 

指在联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

鉴别和记录于产品的成本。即在分离

点(split-off point)以后发生的成本。 

Service business 
服务型企

业 

给客户提供服务而不是销售产品的企

业。 

Service center 

服 务 中

心，劳务

中心 

参见劳务部门(service department)。 

Service 

department 
服务部门 

或称 service center。指负责提供劳务

的部门。例如，动力部门、维修部门和

电子数据处理部门等。其劳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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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ost)须按一定的分摊标准，分

摊给受益的生产部门。 

Shadow price 影子价格 

财务分析用词。指在没有市场价格的

情况下，一种商品或劳务的估算价值

或应计价值。 

Share 
股份，股

票 

代表一个公司产权的股票的最小单

位。大型公司通常发行几百万股股份，

每一股份代表公司的一小部分产权。

例如，某公司共计发行 100000 股普通

股股票，某个股东拥有 1000 股股票，

则该股东拥有该公司 1%的股权。 

Share index 
股票价格

指数 

指以一组具有代表性的股票所计算的

价格指数。在英国，比较知名的股票指

数是《金融时报》工商业普通股股票价

格 指 数 (Financial Times Industrial 

Ordinary Share Index)。 

Share premium 股本溢价 

股本溢价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溢价发行

股票时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股票面值

总额的数额。 

Shortage cost 缺货成本 

或称 stock-out cost。由于存货的不足

而发生的成本。其中包括销售额损失、

商誉损失，以及紧急订货费用等。 

Sight draft 即期汇票 
或称 sight bill。指出票人所签发的见

票即付的汇票。 

Simple interest 单利 

仅根据贷款的本金计算利息。即在资

金借贷期间，每个会计期的利息均按

本金计算，未付利息不再计算。在贷

款期限较短的情况下，通常使用单利

计算。 

Slack budget 预算松弛 指在编制预算时，故意少列收入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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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出，以使预算指标容易完成。 

Solvency 偿债能力 

指企业具有充足的资金，足够偿付到

期债务。保持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具

有偿债能力，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

重要目标，也是企业长期从事业务经

营活动的必要条件。 

Social audit 社会审计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进行检查和

评价。社会审计的审计对象和目标，均

与传统的财务审(financial audit)不同：

后者的审计是监督企业的财务活动，

而前者的审计目标则是监督企业经营

活动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中包括

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平行就业机会，以

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Social benefit 社会效益 

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的商品

和劳务对社会所产生的效用；或指一

个投资项目给社会所带来的经济效

益，例如增加职工就业机会和提高本

社区的人民生活水平等。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 

指企业家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对社会应

尽的责任。其中包括： 

(1) 就业机会均等立法； 

(2) 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立法； 

(3) 防治空气和水污染立法； 

(4) 节约能源； 

(5) 改善企业职工的生活福利； 

(6)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公司如果不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不仅

会损害公司的形象，而且会遭致政府

主管机构的干预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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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社会责任

会计 

缩写为 SRA。或称社会成本会计(social 

cost accounting)。它是计量和报告企业

经营活动社会效果的一个新兴会计分

支。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内容，不仅涉

及企业对社区所作的财务支持，而且

包括治理环境污染、改善职工生活福

利等内容。 

Source document 原始凭证 
证明经济业务已经发生的凭证。例

如，发货票和付款收据等。 

Special audit 

专项审

计，特别

审计 

或称有限审计(limited audit)。指为了

某种特殊目的，临时对某项经济业务

或某个账目进行检查。例如，为揭发

职工挪用公款或贪污现金而办理的现

金审计；为了检查工资的计算是否正

确而进行的工资审计；为了检查成本

计算是否正确而进行的成本审计；有

关公司开办、合并、破产清算或改组

的审计。 

Special report 

专项审计

报告，特

别审计报

告 

为了特种目的，临时对特定会计事项

或账户进行审计。例如，对现金收入

和支出的审计，对被盘购企业的审计

等。根据审计结果，最后提出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与标准

审计报告(standard auditor’s report)均

有所不同。 

Speculation 
投机，投

机交易 

指将资本投入有高风险的业务。例如，

从事证券期货交易。通常是从事短期

交易，并期望以资本收益(capital gain)

的形式，获得高额盈利。 

Split-off point 分离点 在联产品成本(joint cost)计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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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不再是联产品成本，而可以归属

于个别产品成本的开始之处。 

Spoilage 

废品损

失，次品

损失 

因质次的原材料或不符合要求的人工

操作而形成的废品或次品损失。其中

包括正常损失(normal spoilage)和非正

常损失(abnormal spoilage)。在会计上

应采用不同的账务处理方法。 

Sponsor 

① 发起

人，推荐

人 

② 主办

人，赞助

人 

① 发起人，推荐人 

指公司股票新上市时，必须委托一名

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会员或银行，

负责筹备股票上市的一切事宜。 

② 主办人，赞助人 

指一个公司为了提高其公司形象和知

名度，出资筹办某项艺术或体育活动。 

Squeeze 倒轧 在会计上，指倒轧出来的会计数据。 

Stakeholders 
利益相关

者 

社会责任会计用户。泛指与公司经营

成果有直接关联的各种社会集团。其

中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债权人、

职工、政府主管机构，以及公司产品的

消费者。公司对它们承担社会责任和

会计报告任。 

Standard 
① 标准 

② 准则 

① 标准 

即定额(norm)。指由技术部门或财会

部门制定的控制人力、物力消耗的限

额。例如，标准成本(standard cost)。 

② 准则 

指会计或审计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

程序和方法，借以保证会计或审计工

作具有高度的专业水准。 

Standard cost 标准成本 或称目标成本(target cost)。指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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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情况下消耗的产品成本。标准成

本是由技术人员和财会人员共同研究

制定的，是进行成本控制和计量生产

效率的依据。当产品完工以后，即将实

际成本与标准成本进行比较，并将其

差额计入成本差异账户。 

Standard cost 

variance 

标准成本

差异 

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额。其

中包括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直接人工

成本差异、制造间接费用差异，以及

销售和管理费用差异等。 

Standard cost 

systems 

标准成本

系统 

对完工产品生产成本各要素均使用标

准成本的一种会计系统。 

Standard cost 

variance 

标准成本

差异 

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额。其

中包括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直接人工

成本差异、制造间接费用差异，以及销

售和管理费用差异等。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 

在财务分析中，指一组数据的个别数

值与平均数的偏离趋势。它对于分析

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特别有用。一个

投资方案的标准差越小，即概率分布

越紧，则其风险越小。 

Standard labor 

rate 

标准工资

率 

在标准成本制度下，每个标准工时所

允许支付的基本工资和附加工资，以

及企业应交纳的工薪税。 

Standard material 

price 

标准材料

价格 

在标准成本制度下所允许支付的每单

位原材料价格。其中包括材料采购价

格、运费和验收费等。 

Standard opinion 
标准审计

意见书 

或 称 短 式 审 计 意 见 书 (short-form 

opinion)、无保留审计意见书 (clean 

opinion)。指注册公共会计师(CPA)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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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编制的报表相当满意，认为它真

实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标准审计意见书所包括的段落和

文字，均是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明确

规定的。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现金流量

表 

缩写为 SCF。反映企业现金流转状况

的报表。它代替了反映企业流动资金

流 转 情 况 的 报 表 ， 例 如 资 金 表

(statement of funds)或财务状况变动表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financial 

position)。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财务状况

表 

缩写为  SFP。即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虽然财务状况表这一名称更能

确切地反映其包含的内容，但由于习

惯传统的关系，最常用的名称是资产

负债表(balance sheet)。 

Statement of 

owner’s equity 

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 

对企业在特定期间内（一个月或一年）

发生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进行汇总的

报表。 

Statement of 

partnership equity 

合伙企业

权益变动

表 

对合伙企业在特定期间内发生的各合

伙人资本的变动进行汇总的报表。 

Statement of 

partnership 

liquidation 

合伙企业

清算表 

对根据各自资本账户的余额将现金分

发合伙人的清算过程进行汇总的报

表。 

Statement of 

stock/shareholders

’ equity 

股东产权

表 

或 称 资 本 净 值 表 (statement of 

net worth)。很多企业不编制留存收益

表(statement of retained earnings)，而

是编制股东产权表，用以反映整个股

东产权。股东产权表包括股东缴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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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aid-in capital)和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的变动情况。 

Statutory audit 法规审计 

根据政府颁布的法规而实施的审计。

其审计计划、审计范围和审计程序均

由政府规定。它是为维护社会公众利

益和贯彻政府经济政策而实施的审

计。例如，按照金融法规对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和证券经纪人事务所实施的

审计，以及按照证券交易法规，对证券

上市公司会计报表所进行的审计。 

Step cost 
阶梯式成

本 

或称阶梯式变动成本  (step-variable 

cost)。即半固定成本(semi-fixed cost)。

这种成本在小的业务变动范围内是固

定的，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会有较大的

变动。但增加到一个新的水平后，又继

续保持不变，直至业务量再有一次较

大的变化。 

Step-down 

allocation method 

逐减分摊

法 

在分配辅助生产部门成本的过程中，

首先分配一个辅助生产部门的成本于

各生产部门和其他辅助生产部门；然

后将第二个辅助生产部门的成本（包

括由第一个辅助生产部门分配来的成

本），向各生产部门和第一个辅助生产

部门以外的辅助生产部门分摊。依此

类推，即为逐减分摊法。辅助生产部门

成本分摊方法还有直接分摊法(direct 

allocation method) 和 交 互 分 摊 法

(reciprocal allocation method)。 

Stewardship 
保 管 职

责，保管

指企业资产的保管和管理职责。主要

是资产的记录和保管以及有效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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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用。 

Stock 

① 股

份，股票 

② 存

货，存量 

① 股份，股票 

指一个公司的所有权或产权的一个份

额 。 其 表 现 形 式 为 股 票 (stock 

certificate)。 

股票主要有两种类型： 

(1) 普通股(common stock)； 

(2) 优先股(preferred stock)。 

② 存货，存量 

英国用词。即 inventory。指某一时点

原材料或产成品的库存数量 

Stock exchange 
股票交易

所 

缩写为 SE。即证券交易所(securities 

exchange)。 

Stock dilution 

股 份 稀

释，股权

削弱 

将可兑换债券或可兑换优先股兑换为

普通股，使普通股股份数量增加，从而

导致每股收益的减少。 

Stock dividend 股票股利 

指分配股利是分配本公司股票，而不

是现金。例如，正在迅速发展的公司，

即使获利能力很高，但因急需现金用

于投资，公司就可能支付股票股利。 

Stock split 股票分割 
为降低普通股面值或设定价值而增发

相应比例的股票。 

Stock warrant 购股证 
指授予在特定时间内按既定价格购买

一定数额股票的权利的凭证。 

Stock-out cost 缺货成本 

或称 shortage cost。指由于库存缺货

造成停产或脱销而发生的成本。其中

包括停工损失、销售额损失、商誉损

失，以及紧急订货的追加成本等。 

Storage cost 存储成本 存货在存储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 

Stockholders 股东，股 指一个公司股本的合法所有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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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持有人 股东的个人或企业，可以从持有的股

票中获取股利和股票升值收益。股东

有权参加年度的股东大会，由股东大

会选举董事会的董事，修改公司章程，

并决定公司的合并或解散等重大事

项。 

Stockholders’ 

equity 
股东权益 

或称业主产权(owner’s equity)、资本净

值(net worth)。指公司股东在公司资产

中所拥有的产权。一个公司的股东产

权是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股本、实缴股

本的股票溢价 (capital contributed in 

excess of par value)、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之和。在公司破产清算时，股

东产权的求偿权是在债权人产权

(creditors’ equity)之后。 

Straight-line 

method 

直线折旧

法 

目前大多数企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折旧

方法。即假定在固定资产使用期内，其

每年所提供的经济效益是固定不变

的，因而各会计期的折旧费亦是相等

的。其主要优点是计算简单。计算公式

为： 

折旧费 = （固定资产原始购置成本

− 净残值） ÷ 使用年限  

Subcontract 分包合同 

指一个分包承包商 (subcontractor)同

意为主要承包商(prime contractor)提

供原材料或劳务而签订的合同。在大

型投资项目中，即使是分包承包商，亦

非小型企业。 

Subside 
补助金，

补贴 

政府为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给

企业(例如公用事业企业)的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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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Subsidiary 

company 

附属公

司，子公

司 

如果一个公司的有投票权股票的 51%

为母公司(parent company)所控制，则

其即为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分支机构

或业务分部不同，子公司有自己的公

司章程和纳税义务，主要是通过被吸

收 兼 并 (merger) 或 创 立 合 并

(consolidation)方式而附属于母公司。 

Substantive test 
实质性抽

查 

指审计师对企业各账户余额和各项经

济业务凭证所进行的直接抽查，据以

发现其中的差错和弄虚作假行为。 

Successor auditor 
后任审计

师 

接受企业的聘约，替代前任审计人员

的审计师。作为后任审计师，必须了

解解聘前任审计(predecessor auditor)

的动机是否正当。 

Sunk cost 沉没成本 

亦称非相关成本(irrelevant cost)、历史

成本(historical cost)。指在过去已经发

生而不能改变的成本，因而不适于作

为制定当前经营决策的依据。例如，设

备的原始购置成本(original acquisition 

cost)属于沉没成本，不适用于决定设

备是否应该更新；而决定是否应该购

置新设备的相关成本(relevant cost)，

是新设备的现时成本，以及新设备能

够带来的未来收益等因素。 

Supplementary 

budget 
追加预算 

在原定预算总额之外，增加预算收入

或支出总额。 

Surplus 
盈余，公

积 

这个词语虽然曾被长期使用，但现在

已被认为是一个含义不确切的用词。

在过去，是以营业盈(earned surplu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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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以资本

盈余(capital surplus)表实缴股本的股

票溢价 

(capital contributed in excess of par 

value)。 

Suspense account 暂记账户 
一个临时性账户。用以记录尚未最后

归类的经济业务。 

Swap 

① 外汇

掉期 

② 外汇

掉换 

① 外汇掉期 

在外汇交易中，指出售现汇和买进期

汇，或指买进现汇和出售期汇的外汇

交易。 

② 外汇掉换 

指一个国家的银行或企业，与一个国

家的银行或企业之间达成协议，交换

对等数量的本国货币。 

Systematic risk 系统风险 
或称市场风险(market risk)、不可分散

风险(undiversifiable risk)。。 

Systematic 

sampling 

系统抽样

法 

指审计师在会计记录总体中，从随机

点每隔几项会计数据抽取一个样本的

抽样方法。 

System weakness 

① 信息

系统薄弱

环节 

② 内部

控制制度

薄弱 

① 信息系统薄弱环节 

指企业目前使用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某

项性能需要改进。因而需要购置新的

电子计算机或研制新的电子计算机程

序。 

② 内部控制制度薄弱 

指企业内部控制制度(internal control 

system)不健全或未能有效地贯彻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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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account T 型账户 账户的最简化格式。 

Tactical decision 战术决策 

指短期经营决策。企业日常营业中的

决策，由中低层管理人员制定，仅影响

企业短期的盈利，并不影响长期的竞

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Takeover 
吸收，兼

并 

指一个企业收购另一个企业，被兼并

的企业因而解散，所有资产归兼并企

业拥有，业务亦由兼并企业继续经营，

被兼并的企业仅取得资产转让的价

款。与创立合并(consolidation)的词义

不同，后者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

业合并为一个新的企业。 

Tangible asset 有形资产 

或称实物资产(physical asset)。指不包

括无形资产在内的任何资产。例如，固

定资产(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和流动

资产(现金、有价证券和存货)。 

Target costing 
目标成本

法 

市价减去期望利润得到目标成本，它

可以促进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成本改

进。 

Tariff 关税 

或称 customs duty。指对进口商品所

征收的税收。尤指其税率而不是指其

金额。 

Tax 税收 

指对个人收益、公司收益和财产等征

收的款项，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

要来源。 

Taxable income 应税所得 根据税法规定，应交税款的纳税基础。 

Tax avoidance 避税 
指采取合法的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应

纳税额。借助于仔细地研究复杂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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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法规，巧妙地安排业务活动，利用

减税 (deduction)和免税(exemption)的

业务项目和税收漏洞(tax loophole)，将

应纳税额减至最低限度。 

Tax base 

计 税 基

础，计税

基准 

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即纳税对象。例

如，公司收益、个人收益和财产价值

等。 

Tax credit 

税 收 减

免，税收

抵免 

指应付税额的直接减免。与应税收益

额减免(tax deduction)的词义不同：前

者是税额的扣减，后者则是收益额的

扣减。例如收益额扣减 1000 元，现行

税率为 36%，其减税额仅为 360 元。

或指税额抵免，即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采用的一种方法。指纳税人的国外已

交纳税额，可以在本国应纳税额中扣

减。 

Tax deduction 
应税收益

额减免 

指应税收益额的扣减金额。公司所得

税应税收益额的扣减项目包括：折旧

费、保险费和呆账费用等；个人所得税

应税收益 额的扣减项目包括：个人基

本生活费、房地产税、抵押贷款利息和

医疗保险费等。具体扣减金额随着每

个职工的收益总额和婚姻状况等情况

的不同而变化。 

Tax evasion 
逃税，偷

税漏税 

以少报应税收益或营业费用的办法，

进行弄虚作假。 

Tax payer 纳税人 
按照税法规定，直接承担纳税义务(tax 

liability)的企业或个人。 

Tax penalty 税收罚金 
由于滞纳或漏交税款而被课征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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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planning 纳税计划 

为使本会计期负担最小的纳税义务而

从事的系统分析。例如，何时计列收

益和何时计列支出，何时变卖不适用

的固定资产，应该扣发多少年的职工

工资作为退休金基金，以及总公司和

子公司是否联合交纳等。编制纳税计

划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软件，称为税

务软件(tax software)。 

Tax rate 税率 税额和应税收益之间的比率。 

Tax return 
纳税申报

表，税单 

纳税人向税务机构报送的报表。其中

编列收益总额、应税收益减免额和应

纳税额等项目。 

Tax software 税务软件 

指编制纳税计划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

组合程序。可用于编制公司、合伙企

业、个人的纳税计划(tax planning)和纳

税申报表(tax return)。例如 Templates 

可用于编制税收计划，Turbo Tax 可用

于编制各种类型的纳税申报表。 

Temporary account 暂记账户 

或称名义账户(nominal account)。不反

映于资产负债表上的账户。其中包括

收入账户、费用账户、以及收益分配账

户等。暂记账户在会计期末应全部结

账(closing)，期末结余额为零，从而计

算出本期净收益，转入留存收益或资

本账户。 

Temporary 

differences 

暂时性差

异 

税前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的一

种，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是某些项目

按会计原则在某一会计期间确认，但

按税法规定在其他会计期间确认，这

种差异会在以后的期间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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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 投标 

或称 tender bid。指一种竞卖方式。由

招标人(购买人)公布招标条件，最后由

供货商相互竞争报价投标，最后由招

标人选择最有利的条件成效。 

Terminal value 终值 
即 未 来 值 (future value) 或本利和

(compound amount)。 

Termination of 

business 
停止营业 

指企业下属的一个业务部门停止营业

活动。通常是由于营业亏损而采取的

措施。停止营业部门损益在损益表中

通常单独列为一个项目，或并入非常

损益项目。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合同期满 指一项合同有效期限的到期。 

Test of internal 

control 

内部控制

抽查 

注册会计师为了证实企业的内部会计

控制制度是否有效实施而设计的一种

审计程序。 

Time draft 

定 期 汇

票，远期

汇票 

指付款人可以在一定时期以后支付的

汇票。 

Time series 时间数列 
指在不同时期对某一财务变量(如价

格或成本)的一系列有次序的计量。 

Time tickets 计工单 

记录每一员工为每个生产批别或制造

费用所耗用的工时与直接人工成本的

表格。 

Time value of 

money concept 

货币时间

价值概念 

现在进行投资的资金将来能赚取利润

的概念。 

Total cost concept 
完全成本

概念 

在运用成本加成法进行产品定价时所

采用的概念，在该概念下作为加成基

础的成本包括产品的制造成本加上销

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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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discounts 商业折扣 
商品价目表上价格的折扣或对特定购

买商给予的特殊折扣。 

Trade-in allowance 

以旧换新

折让/抵

换折让 

在以固定资产交换另一相似资产的交

易中，销售方给予购买方的折让。 

Trade-in value 
以旧换新

抵价 

以一项旧资产换购一项新资产时，旧

资产所折合的价值。其差额则称为补

价(boot)，指须以现款支付的货价。 

Trademark 商标 
用以明确一个企业及其产品的名称、

术语或符号。 

Transcribe 转录 
指将会计数据从一个会计记录转录于

另一个会计记录。 

Transfer price 转移价格 
一个分权单位耗用另一个单位的产品

或服务时应支付的价格。 

Translation (of 

foreign currency) 
外币折算 

通过外汇汇率，将会计报表中的外币

金额折算为本国货币金额。 

Translation gain or 

loss 

外币折算

损益 

由于外汇汇率的变化，在外币折算过

程中所发生的账面损益。与外汇兑换

损益(foreign exchange gain or loss)的

词义不同，后者指本国货币与外国货

币交换所实际发生的损益。 

Translation risk 
外币折算

风险 

指子公司外币折算为本国货币时，由

于汇率变动而可能发生的外币折算损

失。 

Treasurer 
财务长，

财务主任 

企业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负责保管

企业的资产，并负责筹措和控制资金

的使用。少数企业财务长和主计长

(controller)是由同一个人担任，大多

数企业则是由两个人分任，以贯彻钱

账分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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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sury bill 
短期国库

券 

缩写为 T-bill。政府发行的一种短期

证券。通常不支付利息，而是在发行

时给予一定金额的贴现。它的风险很

小，是企业闲置资金的最好投资对

象。其面值为 1~10 万美元，期限为

3 个月、6 个月或 9 个月。 

Treasury stock 

库 存 股

票，国库

债券 

一个公司回购本公司发行的股票。 

也指英国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 

Trial balance 
试算平衡

表 

分类账中各账户名称和余额的汇总列

示。 

True and fair view 
真实公允

反映 

英国用词。在标准审计报告(standard 

auditor’s report)中，即审计师认为会计

报表数据真实可靠地反映了企业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并且符合公司法和

会计准则的要求。 

Trust 信托 

指接受他人委托代管或代办业务。产

生信托的单位或个人，称为信托

(trustor) 、捐赠人 (donor) 、让与人

(grantor)。接受委托并负责经营、代管

财产的单位和个人，称为受托人

(trustee)。 

Turnover 

① 周转

率，周转

次数 

② 销售

额 

① 周转率，周转次数 

指存货或应收账款等资产在一定时期

内的平均替换次数。 

② 销售额，即 sales。 

Two-bin system 
双料箱制

度 

指存货控制最早和最简单的制度。以

其中一个料箱的存货作为供货间隔期

的最低保险库存。当另一料箱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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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完时，就需要发出订货单。 

Two-column 

journal 

两栏式日

记账 
一种通用的日记账。 

U 

Ultra vires 越权 

拉丁文。英文含义为 beyond the 

power。指公司行为超出了政府批准章

程中所赋予的职权。例如，签订了本公

司经营业务范围以外的合同。因而它

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Unadjusted trial 

balance 

调整前试

算表，结

账前试算

表 

在会计期末尚未作调整分录(adjusting 

entry)和结账分录(closing entry)时编制

的试算表。 

Unavoidable cost 
不可避免

成本 

指在企业收缩业务或甚至停业的情况

下，仍要发生的成本。例如财产税或租

金。它是固定成本(fixed cost)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由于缺乏充分的数据而不可能客观地

计算出投资风险的概率。几乎任何经

营决策均包括某些不确定因素。 

Uncollectible 

accounts expense 
坏账费用 

因为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产生的经营

费用。 

Uncontrollable 

cost 

不可控制

成本 

指非一般管理人员所能控制的成本。

通常指间接成本。 

Under-absorbed 

overhead 

少吸收间

接费用 

由于使用预定分配率(predetermined 

overhead rate)，导致少分配间接费用。

即已分配的间接费用小于实际间接费

用。是由于实际业务活动水平低于预

计水平，即生产能力未能充分利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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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 

Underwriter 
证券包销

商 

指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以固定

价格购买一个新发行的全部证券，然

后将证券转售给投资人，从其差价中

获取利润，但须承担发行风险。 

Underwriting firms 
证券包销

公司 

帮助那些首次公开招股的公司确定发

行价格和销售股票给公众的公司。 

Unfair competition 

不公平竞

争，不法

竞争 

销售者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销售

量而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例如，欺骗性

的广告和给予回扣等。 

Unfavorable 

variance 
不利差异 

或称逆差(adverse variance)。指在标准

成本(standard cost)会计中，实际成本

超过标准成本的差额。需要对发生逆

差的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分析。 

Unit cost 单位成本 

指每个选定单位的产品平均成本。例

如，每加仑、每英尺、每吨的成本。在

单位价格不变情况下，随着产品生产

数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会相应下降。这

是由于单位变动成本虽然不变，但分

摊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会下降。 

Unit price 单价 

发货票中的一个项目。指按产品的标

准计量单位，例如每件、每吨、第加仑

所计算的价格。 

Unit of measure 

concept 

计量单位

原则 

要求经济数据以货币计量的会计概

念。 

Units-of-

production 

method 

产量法/

工作量法 

根据固定资产的预计生产量计提折旧

费用的一种折旧方法。 

Unlimited liability 无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独资业主对

独资企业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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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ystematic risk 
非系统风

险 

或称非市场风险(nonmarket risk)、可分

散风险(diversifiable risk)。它是与整个

股票市场或者整个期货市场或外汇市

场等相关金融投机市场波动无关的风

险，是指某些因素的变化造成单个股

票价格或者单个期货、外汇品种以及

其他金融衍生品种下跌，从而给有价

证券持有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Usage variance 耗用差异 即数量差异(quantity variance)。 

Utility 

① 效用 

② 公用

事业 

①  效用 

资产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会计上，

一项资产的效用通常以其未来预期收

益的现值来计量。 

② 公用事业 

指 公 用 事 业 公 司 (public utility 

company)专门提供给社会公众生活需

要的消费性服务。这类公司根据政府

授予的特权，在政府管理下从事这项

经营活动。 

V 

Validation 验证 

指对会计记录进行的验证(attest)。证

明某个账户余额是正确和可靠的，并

不存在任何差错。 

Valuation 
估价，计

价 

即会计计价(accounting valuation)。指

确定一项资产的价值。原始购置成本

或历史成本是传统会计通常使用的一

种资产计价基准；或指在一项资产出

售之前，对其进行的估价(appraisal)。 

Value-added tax 增值税 缩写为 VAT。指在产品生产和销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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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征的税收，即以企业产品的销售

价格扣减原材料采购价格作为征税对

象。 

Value analysis 价值分析 

指以最低的原材料成本，生产出性能

符合需求的产品。即以不降低产品质

量和可销售性为前提的一种降低成本

分析技术。 

Value chain 价值链 
企业通过加工各种投入获得产品或服

务来为顾客增加价值的过程。 

Value in use 使用价值 

指一项资产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

济效益。在财务上，指其未来净现金流

量的现值。 

Variability 变动性 
财务分析用词。指预期收益(expected 

return)可能发生的偏差。 

Variable cost 变动成本 

或称直接成本(direct cost)。指在相关

范围内，成本总额随业务活动量的变

动而变动。例如，直接人工成本和直接

材料成本。但其单位成本则是固定不

变的。 

Variable cost 

concept 

变动成本

原则 

在运用成本加成法进行产品定价时所

采用的概念，在该概念下作为基础的

成本只包括产品的变动成本。 

Variable costing 
变动成本

法 

是指在组织常规的成本计算过程中，

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前提条件，只将变

动生产成本作为产品成本的构成内

容，而将固定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成本

作为期间成本，并按贡献式损益确定

程序计算损益的一种成本计算模式。 

Variable interest 

rate 
变动利率 

指一项贷款的利率不是固定的，而是

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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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labor cost 
变动人工

成本 

随着工作时间成比例变动的人工成

本。例如，计时工资和加班工资。 

Variable overhead 
变动间接

费用 

随产品的产量或销量而变动的间接费

用。例如，间接材料费用和间接人工费

用。 

Variance 差异 

指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额。

或指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之间的差

额。 

Variance analysis 差异分析 

在标准成本制度(standard cost system)

中，对产生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

差异的各项因素的分析。 

Venture 

短 期 投

机，风险

经营 

指从事的经营活动具有较大的风险。 

Venture capital 风险资本 

或称 risk capital。指将资本投放于获

利高的业务。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

承受重大损失的风险。风险资本主要

有以下几个来源： 

(1) 个人投资者； 

(2) 小企业投资公司 (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y—SBIC)； 

(3) 有 限 合 伙 企 业 (limited 

partnership)。 

Venture capitalist 

(VC) 

风险投资

家（风

投） 

为新公司提供权益融资，为的是在该

公司成熟卖掉其权益以获得利润的个

人或公司。 

Verifiability 可验证性 

指会计账簿和报表中数据，可以依据

发货票、注销支票或其他原始凭证等

进行检查和验证。 

Vertical analysis 纵向分析 或称静态分析(static analysis)。指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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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析一个会计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而不与以前的会计期相比较。 

Vest 
授权，授

予权益 

指 授 予 的 权 力 (power) 或 权 益

(interest)。vested 一词指已经授予的

法定权益。它具有绝对和安全的含义，

即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取消的权益。 

Vested interest 

既 得 权

益，法定

权益 

指依法在未来财产或收益中拥有的特

权。例如，职工已在企业工作了一定年

限，有权在退休之后立即领取退休金，

而不受是否继续被企业雇用所影响。 

Void 无效 
或称 null and void。指不具有法律效

力。 

Volatile securities 
价格波动

证券 

指价格经常发生大幅度波动的证券。

证券投机商(speculator)通常是在这种

类型证券上从事投机活动，期望获得

巨额收益，但亦可能遭受巨额损失。 

Volatility 
变动性，

波动性 

指证券和商品价格在市场上的急剧波

动。 

Volume variance 
业务量差

异 

在标准成本制度下，因产品实际生产

数量与预算生产数量不同，所导致固

定间接费用分配的差异。 

Voucher 付款凭单 

指用于确认一项负债和批准支付的凭

证。通常与付款支票附在一起，由财务

主管人员审批。 

Voluntary 

liquidation 
自愿清算 

或称 voluntary winding up。指企业自

愿地停止营业，对债务所进行的清算。

其所欠债权人的债务通常可以全部偿

付。这种情况并非是在公司无力偿付

的情况下发生的。 

Voucher 付 款 凭 指用于确认一项负债和批准支付的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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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记账

凭单 

证。通常与付款支票附在一起，由财务

主管人员审批。 

Voucher register 
付款凭单

登记簿 

在付款凭单制度(voucher system)下，

登记付款凭单所使用的日记账。在付

款后，应登记支票的编号和日期。根据

付款凭单登记簿，可以掌握尚未支付

的付款凭单总额。 

Voucher system 
付款凭单

制度 

控制现金支付的一种制度。即要求每

一张支票在签发前，均须附有经过批

准的付款凭单(voucher)。重视内部控

制(internal control)的大型企业，通常

采用付款凭单制度。付款凭单制度的

最大优点，是保证每项支出付款前由

财务主管人员进行复核和审批。 

W 

Wage 工资 
工人劳动所挣得的报酬。通常以工作

时间或产品产量作为计算的基准。 

Wage freeze 工资冻结 

使企业职工工资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在

一定水平。雇主冻结工资的目的则是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防止物价和工资

螺旋式上升(price-wage spiral)。 

Warehouse 
仓库，货

栈 

指存储未售商品的仓库。其业主称为

货 栈 业 主 (warehouse 或 

warehouseman)。经营货栈业务必须在

政府主管机构注册。或指海关保税仓

库(bonded warehouse)。 

Warrant 

①购股证 

②保函，

保单 

①  购股证 

即 stock warrant。 

② 保函，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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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予以担保所出具

的证明信函。 

Waste 损耗 

指从事一项营业活动，消耗了人工和

材料等经济资源，但并未获得经济效

益。在工业企业中，有些损耗是不可避

免的。例如，由于切削而产生的金属碎

屑。在标准成本中，允许按一定限额计

列损耗，列为数量差异 (quantity 

variance)或耗用差异(usage variance)。 

Wealth 财富 
泛指任何具有价值和效用的资产。或

指资本。 

Wealth 

maximization 

财富最大

化 

指以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公司的财

务目标。根据现代财务理论，所谓“财

富”最大化是指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

最大化。达到这个财务目标的主要条

件是： 

(1) 企业销售收入和净收益的持续增

长； 

(2) 财务状况的稳定性和低财务风险； 

(3) 股利的按期支付。 

Wear and tear 实物磨损 
由于正常使用和时间流逝所形成的固

定资产价值的降低。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 

缩写为 WACC。指按企业资本的不同来

源占资本总额的比重，加权计算出来

的资本成本。在制定一个企业或一个

投资项目的筹划决策时，为了保持最

优 的 资 本 结 构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必须计算其加权平均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步骤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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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权资本金额×利率； 

(2) 优先股产权资本金额×优先股股利

率； 

(3) 普通股产权资本金额×普通股股利

率； 

(4) 最 后 加 总 计 算 出 资 本 总 

成 本(overall cost of capital)。 

Weighted index 加权指数 

根据各种商品的相对重要程度，按加

权平均法计算出来的物价指数。例如，

在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购买书刊

报纸的支出占每个家庭平均支出的 

0.99%，如果其价格指数上升为 110%，

则加权指数上升为 1.089%。 

What-if analysis 
假设经营

方案分析 

或称 simulation（模拟）。指通过一个

模拟模型，测试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

不同经营方案的财务结果。进行模拟

测试，通常需要使用电子计算机，对经

营管理中一个或几个变数对其他变数

的影响，做大量的运算。 

Winding up 清算 

即 liquidation。指对债务的支付。或指

关闭一个企业或关闭一个企业的一部

分，并销售其资产，然后将清偿债务以

后的现金或其他资产，分配给企业的

业主。 

Window dressing 
粉饰，虚

饰 

指企图使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更好地反

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中包括：多

报营业收入，隐瞒负债等。 

Withdrawal 
① 提款 

② 退股 

①  提款 

指独资业主或合伙人为了本人需要，

在企业提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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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退股 

指减少公司的实缴股本 (contributed 

capital)。例如，购回股份或发放清算股

利(liquidating dividend)。 

Work in process  在产品 简称 WIP。指尚未完工的产品。 

Work sheet 工作底表 

会计期终，在初步编制试算表后，为便

于结帐工作的进行而使用的一种计算

表。国外企业会计中广泛使用的一种

表式。其目的是为了正式结帐之前编

好财务报表，以便及时了解财务经营

情况。 

Working capital 营运资本 
指企业在短期资产(包括现金、有价证

券、应收账款和存货等)上的投资。 

Working paper 工作底稿 

指审计师在编写审计报告之前，在对

企业会计账簿和报表检查过程中，所

准备的查证和分析资料。工作底稿是

审计师编制审计报告的主要依据。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

组织 

缩写为 WTO。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

成立，用以替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的国际性贸易机构。其主要宗旨

是促使各国削减关税和发展自由贸

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已参加

这个机构。 

Write down 减值 

指一项资产账户的部分余额转入费用

或损失账户。例如，降低某些陈旧存货

的账面价值。 

Write off 注销 将一项资产，例如，呆账和遭受火灾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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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的机器设备等的账户的全部余额转

入费用或损失账户。即借记费用账户

(或损失账户)，贷记资产账户。 

X 

X-axis X 轴 
或称横轴(horizontal axis)。指一个图表

中通过 0 点的横线。 

XR 除权 ex-rights 的缩写。 

Y 

Y-axis  Y 轴 
或称纵轴(vertical axis)。指一个图表中

通过 0 点的竖线。 

Year-end audit 年终审计 
在会计年度终止时，对企业会计账目

和报表所进行的审计。  

Year-end bonus 年终奖金 
在会计年度结束时，按年度净收益的

一定比例，发放给职工的奖金。 

Year-end dividend 年终股利 

或称 final dividend。指在会计年度结

束时所支付的股利。公司的净收益在

这时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 

Year-end 

adjustment 
年终调整 

会计年度终了时，对账目所作的调整。

其中包括对应计或递延收入或费用项

目重新分类，以及根据实物盘点对账

面金额进行的调整等。 

Yield 收益率 

或称 rate of return yield ，常用于指有

价证券投资的收益率，而  rate of 

return 则通常用于指投资项目的收益

率。另外，yield 指的是实际收益率，

而 不 指 名 义 利 率 (nominal interes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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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ero balance 零数余额 

余额的一种形式，反映账户借方和贷

方的相等。其他两种形式为借方余额

(debit balance) 和 贷 方 余 额 (credit 

balance)。 

Zero-based 

budgeting 
零基预算 

缩写为 ZBB。不按传统的预算编制方

法，即援引前期的支出水平，作为列入 

Z score 
破产预测

计分法 

美国财务学家奥尔特曼(E Altman)应用

多 变 量 判 别 分 析 法 (multiple 

discriminant analysis)，对企业破产所进

行 的 预 测 ， 预 测 准 确 程 度 达 到 

80%~90%。其计算公式为： 

Z = 1.2𝑋1 + 1.4𝑋2 + 3.3𝑋3 + 0.6𝑋4 +

1.0𝑋5  

式中： 

𝑋1 = 流动资金 ÷ 资产总额  

𝑋2 = 留存收益 ÷ 资产总额  

𝑋3 = 息税前利润（EBIT） ÷

资产总额  

𝑋4 = 股本的市场价值 ÷

负债的账面价值  

𝑋5 = 销售额 ÷ 资产总额  

奥尔特曼的 Z 公式，强调以若干因素

(财务比率)来评价企业的支付能力。期

中最重要的是盈利能力(支付利息和

税款前的收益÷资产总额)，而不是流

动性。Z 公式对破产可能性的分类如

下： 

Z 分数 破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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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rms 中文翻译 详细解释 

1.8 以下 很高 

1.8~3.0 不肯定 

3.0 以上 不可能 
 

 

 

微
信
公
众
号
：
AC
CA
考
友
论
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