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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文件

财会〔2020〕 7号

财政部美于印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会计核算办法》的通知

住房城乡建设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为了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物业管理条例》、 《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我们制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会计核算办法》 (以下筒称《办法》),现予印发,自2021年1月1日

起施行。

单位在首次执行曰,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设立新账,将

原账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会计科目期末余额进行重分类后转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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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相关会计科目,并基于《办法》的核算基础对新账相关会计科

目期初余额进行调整。执行《办法》的首个报告年度无霸编制上

年比较财务报表。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会计核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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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说明

一、为了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保证会计

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物业管理条倒》、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所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

三、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代管机构和

管理机构(以下统称代管机构)负责管理的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的会计核算依照本办法执行。

已划转至业主大会管理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参照执

行本办法。

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当作为独立鞠会计主体进行会

计核算。

五、代管机构应当将其管理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攒照商

品住宅、已售公有住房分别建账、分别核算。确需合并建账

的,应当在有关会计科目下按照商品住宅和己售公有住房进

行明细核算。

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呆用收付实现制,但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的除外。

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



资产、收入和支出。

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

九、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闸,

分期结算账曰和编制财务报表゜会计期间的赶讫日期采用公

历制。

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

则:

(一)佳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

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住宅专项维修骑金的财务状况和

收支情况等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采用规定的会

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不

得捉前或者延后.

十一、代管机构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运用会计科目‥

(一)代管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

科目。

(二)代管机构应当执行本办法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编

号,以便于填制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查阅账目,实行会计

信息化管理。

(三)代管机构在填制会计凭谣、登记会计账簿时,应



当填列会计科目的名称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日的名称和编

号,不得只填列会计科目编号、不填列会计科目名称。

(四)代管机构可以根据核算和管理工作需要,对明细

科目设置予以补充但不得违反本办法的规定。

十二`代管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编制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财务报表:

(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以区分商晶住宅、已售公有

住房分别编制财务报表,具备会计核算条件的还可以接小区

或幢编制财务报表。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

支表:净资产变动表及附注。

(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报表应当按照月度和年度

编制。

(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报表应当根据登记完整、

核对无误的账簿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编制,做到数字真实、

计算准确、内容完整、编报及时。

十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会计基础工作、会计档案

管理以及内部挂制等,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会计基础工件规范》、 《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内

部扭制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会计信息化工作,应当符合财政

部制定的相关会计借息化工作规范和标准,确保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开展会计核算及生成的会计信息符合本办法的

规定。

十四、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赶施行。



第二部分 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

1 1001 银行存款 

2 1101 国债投资 

3 1201 备用金 

三、净资产类

5 3001 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6 3002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 

7 3101 得分配累计收益 

四、收入类

8 4001 交存收入 

9 4101 存款利息收入 

10 4102 国债利息收入 

11 4201 经营收入 

12 4301 共用设施处置收入 



14 5001 维修支出 

15 5101 返还支出 

16 5901 其他支出 



第三部分 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一、资产粪

1001银行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据规定存入维修资金

专户的各种存款。

二、本科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开户镶行、存款种类、

存储期限等进行明细核算。

三、银行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将款项存入维修资金专户,按照实际存入的金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交存收入”、 “经营收入”、 “共用设施处

置收入”、 “国债投资”等科目。

(二)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存款利息收入”科目。

(三)收到分期付息的国债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

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国债利息收入”科目。

(四)以辗行存款支付相某款项,搪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维修支出”、 “返还支出’,、 “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

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五)退回本年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摈照实际退

回的金额,借记“交存收入”科目,贷谓本科目.遇回以前

年度多交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照实际遇回的金额,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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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宅维修资金”、吧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科目,贷

记本科目。

(六)收到维修单位通回本年的缉修支出,按照实际收

到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维修支出”科目。收到维修

单位遇回以前年度的维修支出,按照实际收到的金既借记

本科目,贷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

金”科目。

(七)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至业主大会等管酣按

照实际划转转出的金额,借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

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划转转入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的,傲相反会计分录。

四、本科目应当按照开户银行、存款种类等,分别设置

“银行存款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

务的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日终了应结出余额。 “辗行存款

日记账”应定期与“辗行对账单”核对,至少每月核对一次。

月度终了,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与铝行对账单余额之间

如有差额,应当逐笔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按月编制“银行

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实际

存放在维修资金专户的款项。

1101国债投挣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规定购入国储的成

本。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国僚的种类进行胡细核算。

三、国僚投资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按规定购买国债,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包括购

买价款以及税金、手续费等相关税费),借记本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

(二)到期收回国债本息,按照实际收回或收到的金额,

借记“镶行存款,,科目,接照债券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

接照其差额,贷记“国债利息收入”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持有

的国债购入成本。

1201备用金

一、本科目核算代管机构拔付给分支机构的备用金。

实行备用金制度的代管机构设置和使用本科目。

二、分支机构使用备用金以后应当及时报销并补足备用

金。

三、备用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代管机构核定并向分支机构拨付备用金,按照实

际拨付的金额,借记本科日,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代管机构根据分支机构报销数补足备用金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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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照实际报销的金额,借记“维修支卧、 “返还支郎等科

目,贷记“辗行存款”科目。除了增加或减少拨付的备用金

外,使用和报销备用金时不再通过本科目核算.

(三)代管机构收回备用金,按照实际收回的金颧,借

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代管机构拨付给分支机

构的备用金。

二、负债类

2001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

一、本科目核算房屋灭失后,按规定应返违业主、售房

卑位或上缴国库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二、本科目可按照返还的对象进行明细核算。

三、应付房屋灭朱返还资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房屋灭失,按规定应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返还业

主、售房单位或上缴国库的,接照应返还的金额,借记“返

还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支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擦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应当支付但尚未支付的

房屋灭失返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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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净资产类

3001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一、本科目核算商晶佳宅应明确到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

二、本科目可按照小区、幢、房屋户门号等进行明细核

算或辅助核算。

三、商品住宅维修资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期末,将“交存收入”、 “经营收入”、 ‘哄用设施

处置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商晶住宅维修资金,借记

“交存收入”、 “经营收入”、 “共用设施处置收入”科目,贷

记本科目;将“维修支出”、 “返还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转入商品住宅维修资金,借记本科目,贷记“维修支出”、 “返

还支出”科目。

(二)按规定将待分配累计收益转入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如将利息分配到户等),按照转入的金额,借记“待分配

累计收益”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遇回以前年度多交的商晶住宅维修资金,按照实

际遇回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收到维修单位退回以前年度的维修支出,按照实

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五)将商品住宅维修资金划转至业主太会等管理,按

照实际划转转出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辕行存款”科

理



目。划转转入商品住宅维修资金的,做相反会计分录。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商品住宅应胡确到户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结余。

3002 阜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

一、本科目核算已售公有住房应明确到户或幢的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售房单位”、 “业主”胡细科乱

并可在“售房单位”明细科目下搪照具体单位进行胡细核算

或辅助核算。本科目可按照小区、幢、房屋户门号等进行明

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三、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期末.将“交存收入”、 “经营收入”、 “共用设施

处置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

借记“交存收入”、 “经营收入”、 “共周设施处置收入”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美明细科目;将“维修支

出”、 “返还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已售公有住房维修

资金,借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维修支出”、 “返

还支出”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二)按规定将待分配累计收益转入已售公有住房维修

资企(如将利息分配到户或幢等),按照转入的金额,借记

“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贷记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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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回以前年度多交的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接

照实际遇回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收到维修单位退回以前年度的维修支出,按照实

际收到的金额,借记“辗行存款劝科目,贷记本科目。

(五)将己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划转至业主大会等管

理,按照实际划转转出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敏行存

款”科目。划转转入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做相反会计

分录。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已售公有住屠应明确到

户或幢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结余。

3101待分配累计收益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尚未分配到商品住宅

或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累计收益。

二、待分配累计收益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期末,将“存款利息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 “其

他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待分配累计收益,借记.“存

款利息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三“其他收入,’科目,贷记本

科目;将“其他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待分配累计收

益,借记本科目,贷记“其他支出”科目。

(二)按规定将得分配累计收益转入商晶住宅或已售公

有住房维修资金(如将利息分配到户或幢等),借话本科目,



贷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淹金”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尚未

分配到商晶住宅或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累计收益。

四、收入类

4001交存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业主、公有住房售房单位等按规定交存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入。

二、在核算已售公有住房时,本科目应当设置“售房单

位”、 “业主”明细科目,并在“售房单位”明细科目下按照

具体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本科目可按照所归属的小区、幢、房屋户门号等进行明

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三、交存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业主等交存的属于业主所有的维修资金,按

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回(业

主)。

收到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交存的从售房款中一次性提取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辕行存

款”科目,贷记本科目(售房单位)。

(二)退回本年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照实际退

回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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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商品住宅或已售

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借记本科目,贷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101存款利息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取得的辗行存款利息

收入。

二、存款利息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待分配累计收益.

借记本科目,贷记“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仙02 国债利息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

收入。

二、国债利息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分期付息的国债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

金额,借记“辗行存款抑斜目,贷记本科目。

(二)到期收回国储本息.按照实际收回或收到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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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债券账面余额,贷记“国债投

资”科目,攘照其羞额,贷记本科目。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待分配累计收益,

借记本科目,贷记“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201经营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接规定转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利用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业主所得收益。

二、经营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按规定转入利用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

行经营的业主所得收益,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借记“镶行

存款”科目,贷记本科日。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商晶住宅或已售

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借记本科目,贷记“商晶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伸01共用设施处置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接规定转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住宅

共用设施设备报废后回收酌残值收入。

按规定转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住宅共用部位的拆迁



补偿款,也通过本科目核算.

二、共用设施处置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按规定转入住宅共用设施设备报废后回收的残值

收入、住窑共用部位的拆迁补偿款等,按照实际转入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商品住宅或已售

公有住房缉修资金,借记本科日,贷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仰01其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取得的除交存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经营收入、共用设施处置收

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二、其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其他收入,按照实际收到的企额,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日本期发生额转入待分配累计收益,

借记本科目,贷记“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五、支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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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l 维修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住宅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支出。

维修和更新、改追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支出,也通过

本科目核算。

二、在核算已售公有住房时,本科目应当设置“售房单

位”、 “业主”明细科目,并在“售房单位”明细科目下接照

具体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本科目可接照支出的类别以及分摧的小区、幢、房屋户

门号等进行明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

三、维修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和更新、改造,

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三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收到维修单位遇回本年的维修支出,按照实际收

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回。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商品住宅或已售

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借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

住房缉修资金”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101返还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因业主遇房、房屋灭失将住宅专项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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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返还业主、售房单位等的支出。

二、在核算已售公有住房时,本科目应当设置“售房单

位”、 “业主”明细科乱并在“售房单位”明细科目下按照

具体单位进行胡细核算。

本科目可按照所归属的小区、幢、房屋户门号等进行明

细核算或辅助核算。

三、返还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因业主遇房退回以前年度突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按照实陈通回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铅行存款”

科目。

〔二〕房屋灭失,按规定应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返还业

主、售房单位或上缴国库的,按照应返还的金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科目.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商品住宅或已售

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借记“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

住房维修资金”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铂01其他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发生的除维修支出、

返还支出以外的各项支轧

二、本科目应当接照支出的类别进行明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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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其他支出,按照实际支出的金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辕行存款”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回本期发生额转入待分配累计收益,

借记“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贷记本科曰。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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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财务报表格式

编号 财务报表名称 编制期 

会住维01表 资产负债表 月度、年度 

会住维02表 收支表 月度、年度 

会住维03表 净资产变动表 年度 

资产负债表

资金名称‥温住莹专项维修迢全 全位维01表

年一月一百 单位‥ 元

婆 产 
年韧 余硕 翔末 余额 

负债和净贤产 纂 期末 余懒 

一、汝产: 二、负债: 

铅行存嗽 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 

国储投资 负僚合计 

备用金 三、净资产‥ 

维佳.资金 

共中:商南住宅 

已售公有住房 

待分配恩甘收益 

净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储和冷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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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表

资金名称‥

缩制单位:

会住维02袁

一年一月 单位:元

项 日 本月敬 本年束计歉 
一、本歉收入 

交存收入 

存援利息收入 

国储利息收入 

轻臂收入 

共用设施处丑收入 

其他收入 

二、本剃支出 

维修支出 

返还支出 

其他支出 三、本期收支差颧 

净资产变动表

资金名称:

编制单位‥

会住维03表

一年 单位:元

项 目 
离品住宅维 已售公有住房 转分醚鼻 净资严 
笛.资企 维体资金 计收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扳 

二、以前年度调挂(戒少以 

“一”号期列〕 

三、本年年韧余抉 

四、本午交哥金钾(减少以 

“一号块列) 

〔一)本年收支差硕 

(二)本年分配束计收益 

(三)本年划转 

五、毒年年末余檬 

注‥不同时管理丽品位宅和已售公有住房维任费金的.不设量菲迁用维件资
金相关栏国.

23



第五部分 财务报表编制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编制说朗

(一)本表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某一特定日期全部资

产、负债和净资产的情况。

(二)本表“年韧余额”栏内各项数字,应当根据上年年

末资产负债表“期末余额”栏内数字填列。

如果本年度发生了调整以前年度净资产的事项,还应当对

“年初余额”栏中的有关项目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表中“资产总计抑项目期末(年初)余额应当与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刃项目期末(年初)余额相等。

(四)本表“期末余额,'栏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 “银行存款”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期末存款余

额。本项目应当根据“银行存款”科回期末借方余额填列0

2. “国债投资”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期末持有的

国债的账面余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国债投资”科目期末借方

余额填列0

3. “备用金”项目,反映期末代管机构拨付给分支机构的

备用金。本项目应当根据“备用金”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填列0

4. “资产总计”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期末资产的

合计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银行存款”、 “国债投资”、

“备用金”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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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项目,反映房屋灭失后,按

规定应返还业主、售房单位或上缴国库但尚未支付的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本项目应当根据“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科目期

末贷方余额填列0

6. “负债合计”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期末负债的

合计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应付房屋灭失返还资金”项

目金额填列0

7. “维修资金”项目,反映期末应明确到户或幢的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的结余。本项目应当根据“商晶住宅维修资金”和

“巳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科目期末贷方余额的合计数填列。

本项日下“商品住宅刃项目反映期末商品住宅应明确到户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结余,应当根据“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本项目下“已售公有住房”项目反映期末已售公有住房应

明确到户或幢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结余,应当根据“已售公

有住房维修资金”科曰期末贷方余额填列0

8. “待分配累计收益”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期末

尚未分配的累计收益。本项目应根据“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

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9. “净资产合计”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期末净资

产的合计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维修资金”、 “待分配累

计收益,’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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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负债和净赣产的合计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负债合

计”、 “净资产合计”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二、收支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某一会计期间(月度、

年度)内发生的收入、支出及当期收支差额情况.

(二)本表“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月实际发生数。

编制年度收支表时,应当将本栏改为“本年数∵反映本年度

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

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至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实际发生数。编制年度收支表时,应当将本栏改为“上年

数”,反映上年度备项目的实际发生数, “上年数”栏应当根据

上年年度收支表中“本年数”栏内所列歉字填列。

(三)本表“本月数”栏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L “本期收入”项目,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本期收入患

额。本项日应当根据本表中“交存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 “经营收入”、 “共用设施处置收入”、 “其他

收入”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2. “交存收入”项目,反映本期业主、公有住房售房单位

等按规定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

“交存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0

3. “存款利息收入”项闰,反映本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取

得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存款利息收入”科

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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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国债利息收入”项日,反映本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

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国债利息收入”科

目的本期发生额壤列0

5. “经营收入”项目,反映本期按规定转入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利用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业主所

得收益。本项目应当根据“经营收入”科日的本期发生额填社

6∴“共用设施处置收入乃项目,反映本期按规定转入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的,住宅共用设施设备报废后回收的残值收入和

住宅共用部位的拆迁补偿款。本项目应当根据“共用设施处置

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0

7. “其他收入”项目,反映本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取得的

除以上收入项目外的其他收入的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他

收入”科日的本期发生额填列0

8. “本期支出”项目,反映本期住毫专项维修资金支出总

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维修支出”、 “返还支出”、 “其他

支出”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扎“维修支邮项日,反映本期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用于住客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

改造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维修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出“返还支邮项目,反映本期因业主遇房、房屋灭朱

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返还业主、售房阜位等的支出゜本项目应

当根据“返还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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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支出”项国,反映本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发生

的除以上支出项目外的其他支出的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

他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0

12. “本期收支差额”项目,反映本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收入扣除支出后的净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本期收入”

项目金额减去“本期支出”项目金额后的差额填列;如为负数,

以“一”号填列.

三、净资产变动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某一会计年度内净资

产项目的变动情况.

(二)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 “上年年末余颧”行,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净资产各

项目上年年末的余额。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商品住宅维修资

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 “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上年

年末余额填列0

2. “以前年度调整”行,反映退回以前年度多交的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以及收到维修单位退回以前年度的维修支出等事

项对净资产进行调整的金额.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商品住宅

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士“待分配累计收益”科

目的相关信息分析填列,如为减少以“一”号填列0

3. “本年年初余额”行,反映经过以前年度调整后,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净资产各项目的本年年初余额.本行各项目应当

根揖其各自在“上年年末余额”、 “以前年度调整”行对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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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合计数填列0

4_ “本年变动金额”行,反映住宅专项缉修资金净资产各

项目本年变动总金额。本行“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

住房维修资金”、 “待分配累计收益’,项目应当根据其各自在“本

年收支差额”、 “本年分配累计收益”、 “本年划转”行对应项目

金额的合计数填列0

5. “本年收支差额”行,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本年发生

的收入、支出对净资产的影响。本行“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项目,应当分别根据本年由“交存

收入”、 “经营收入”、 “共用设施处置收入”、 “维修支出”、 “返

还支出’,科目转入“商晶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

资金”科目的金额填列,如为减少以“一力号填列。本行“待

分配累计收益”项目,应当根据本年由“存款利息收入”、 “国

债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科目转入“待分配暴

计收益”科目驹金额填列0

6. “本年分配累计收益力行,反映本年接规定将待分配累

计收益转入商品住毫或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对净资产的影

响。本行“商品住宅维修淹金”、 “已售公有住屠维修资金”、

“待分配累计收益”项目应当分别根据从“持分配累计收益”

科目转入哺品住宅维修资金”、吁侣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科.

目的金额分析填列;本行“待分配累计收益”项目以“一”号

填列0

7. “本年划转”行,反映本年划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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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影响。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商品住宅维修资金”、 “已

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 “待分配累计收益”科目的相关信息分

析填列,如为减少以“一”号填列0

8. “本年年末余额”行,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本年备净

资产项目的年末余额。本行备项目应当根据其各自在“本年年

初余额”、 “本年变动金额”行对应项回金额的合计数填列0

9.本表各行“净资产合计,,项目,应当根据所在行“商品

住宅维修资金”、 “已.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 “待分配累计收益”

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四、附注

附注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财务报表的重要纽成部分,由代

管机构根据住盔专项维修资金相关管理和财务制度要求编制.

所披露的信息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一)财务报表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性包括其主

要构成、增减变动情况等。

(二)其他支出的具体粪别和相应的金额。

(三)未能在财务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

(四)国家政策和会计政策变动对财务报奉影响的说明。

(五)其他对财务报表数据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说明。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 自治区直属各部门,各盟市财政局,满洲里、二连浩特

市财政局。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4月29日翻印

■鹏瞪龋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