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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应用案例

——关于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处理

一、案例材料

（一）相关政策背景。

为了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交通运输领域全面有效

实施，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财

会〔2017〕11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

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财会〔2018〕

34 号）和《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

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财会〔2020〕23 号）等

规定，结合 XX 市交通运输行业实际，XX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会同属地财政部门，制定了公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处理实

施细则，内容包括存量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成本的确定、

后续支出成本入账等重点问题。

（二）项目基本情况。

1.存量公路公共基础设施。

（1）项目 A：

公路项目名称：XX 路

公路行政等级：国道

公路技术等级：一级公路

公路编码 G101，起始点：42，终止点：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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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16km

公路性质：非收费公路

交工验收日期：1979 年

公路总面积：41 万㎡

公路桥梁面积：大桥 3 座，共计 1.2 万㎡；中桥 1 座，

共计 0.23 万㎡；小桥 7 座，共计 0.4 万㎡

因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其入账成

本按照重置成本确定，为 94 227 万元。

2.新建项目。

（1）项目 B：

XX 路新建项目，该工程属新建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手续，已支付资金

85 679 万元，预估后续还需支付 6 321 万元，预估项目总成

本 92 000 万元。

3.后续支出。

（1）项目 C：

XX 桥梁改建项目，该项目由于水毁损坏需改建，该工程

具体实施采用拆除旧桥重建新桥的方案。已支付工程款 21

万元。

（2）项目 D：

XX 预防性养护工程项目，该项目对一般路段外车道采用

铣刨加铺方式进行病害处理；对其余路段的路面裂缝进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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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处理，保障路面使用功能。已支付工程款 316 万元。

二、案例分析

（一）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界定。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关

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和《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公路公共基础设施，是指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满足

社会公共交通运输需求所控制的公路及其配套设施等有形

资产。具体包括公路用地、公路（含公路桥涵、公路隧道、

公路渡口等）及构筑物、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含交通安全

设施、管理设施、服务设施、绿化环保设施）等。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关

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和《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独立于公路公共基础设施、不构成公共基础设施使用不

可缺少组成部分的管理用房屋构筑物、设备、车辆，不再提

供公共服务的公路设施，其会计核算适用《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固定资产》，纳入单位固定资产管理。

（二）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1.确定记账主体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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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

核算的通知》，按照“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记账”的

原则，并结合直接承担后续支出责任情况，合理确定记账主

体。

2.XX 市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根据 XX 市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县级及以上公

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为市交通运输系统所属各公路

分局及相关事业单位等管理维护单位，乡道和村道公共基础

设施的记账主体为各区所属负有乡道、村道管理维护职责的

政府机构或单位。

相关记账主体对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确认应当协调一

致，确保资产确认不重复、不遗漏。

（三）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计量。

1.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计量。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第十条

的相关规定，“公共基础设施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

始计量”。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

核算的通知》，对于尚未入账的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在《基

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 号）施行之后建

成的，一般应当按照其初始购建成本入账；在《基本建设财

务管理规定》施行之前建成的，应当按照财会〔2018〕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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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关规定确定初始入账成本。分属于不同记账主体的同一

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初始入账成本的确定应采用一致的会计

政策。

对于已按财会〔2018〕34 号文有关规定入账的存量公路

公共基础设施，其初始入账成本无需调整。

2.存量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入账成本的确定。

（1）入账成本按照重置成本确定。

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第二十

七条相关规定，“对于应当确认但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

设施，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在本准则首次执行日按照以下原则

确定其初始入账成本:（一）可以取得相关原始凭据的，其

成本按照有关原始凭据注明的金额减去应计提的累计折旧

后的金额确定;（二）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但按规定经

过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确定;（三）没有相关

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照重置成本确

定。”

XX 市存量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起源较早，又历经多次

改建、扩建，无法取得相关原始凭据；同时，公路公共基础

设施价值十分巨大，资产评估要受评估费用、时间、专业知

识储备所限，评估价值存在不确定性。

XX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调研、协商后，确

定 XX 市存量公路公共基础设施按照重置成本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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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置成本计算原则。

①《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一（三）4.关于存量公共

基础设施的入账成本”规定：

“对于无法取得与存量公共基础设施初始购建有关的

原始凭据且在首次入账前未要求或未进行过资产评估的，单

位应当按照重置成本确定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入账成

本。单位在具体确定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置成本时，可参

考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对存量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分级分类。

第二步，确定各项存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建造或使用时间、

具体数量（如里程、面积等）以及各项资产的成新率（即新

旧程度系数）。

第三步，确定现行条件下每项公共基础设施的单位（如

单位里程、单位面积等）资产价值。通常情况下，单位资产

价值的确定应当以行业定额标准或由各地行业主管部门组

织确定的定额标准为基础。

第四步，根据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结果，计算确定每项具

体公共基础设施的入账成本。

经履行内部报批程序后，单位可将重置成本计算的依据

作为存量公共基础设施初始入账的原始凭据。”

②《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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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通知》“四（六）重置成本标准参考因素”规定：“确

定存量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重置成本时，除主要依据定额

标准外，还应充分考虑影响重置成本标准的其他因素，具体

如下：……公路应主要参考地域、地形、技术等级、路基宽

度、路面材料类型；……”。

（3）重置成本计算过程。

XX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上述文件中关于重置成本

确定的相关规定，由所属定额管理部门依据定额标准，充分

考虑地域、地形、技术等级、路基宽度等因素，编制了道路

工程指标、桥梁工程指标和隧道工程指标三部分组成的重置

成本指标体系，分别确定了道路、桥梁、隧道工程的单位成

本，最终经过专家评审后予以发布实施。

表 1 道路工程指标表

序号 公路等级 山区/平原 单位成本（元/平米）

1
一级公路

平原 2 100

2 山区 2 500

3
二级公路

平原 2 300

4 山区 2 700

5
三级公路

平原 3 300

6 山区 3 400

7
四级公路

平原 3 900

8 山区 4 000

表 2 桥梁工程指标表

序号 桥梁等级 单位成本（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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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大桥 6 100

2 大 桥 6 200

3 中 桥 7 000

4 小 桥 7 300

表 3 隧道工程指标表

序号 隧道 单位成本（元/延米）

1 隧道 23 100

注：相关计算中，道路面积采用路面面积，桥梁面积采

用桥面面积，隧道长度采用单洞长度。

项目 A 的重置成本计算过程如下：

道路成本=（总面积-桥梁面积）*单位成本=（41-1.2-0.2

3-0.4）万平米*2100 元/平米=82 257 万元

桥梁成本=桥梁面积*单位成本=1.2 万平米（大桥 3 座）

*6 200 元/平米+0.23 万平米（中桥 1 座）*7 000 元/平米+0.4

万平米（小桥 7 座）*7 300 元/平米=11 970 万元

重置成本总计=82 257 万元+11 970 万元=94 227 万元

3.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后续计量。

（1）折旧（摊销）。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第十六

条的规定，“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对公共基础设施计提折旧，

但政府会计主体持续进行良好的维护使得其性能得到永久

维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确认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单独计价入

账的土地使用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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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

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一（三）3.关于公共基

础设施折旧（摊销）”规定，“在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公共基

础设施折旧（摊销）年限作出规定之前，单位在公共基础设

施首次入账时暂不考虑补提折旧（摊销），初始入账后也暂

不计提折旧（摊销）。”

XX 市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在首次入账时暂不考虑补提折

旧（摊销），初始入账后也暂不计提折旧（摊销）。

（2）后续支出。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第九条

“通常情况下，为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

年限而发生的改建、扩建等后续支出，应当计入公共基础设

施成本;为维护公共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而发生的日常维修、

养护等后续支出，应当计入当期费用。”

XX 市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改（扩）建、提级改造等建设

类投资支出计入设施成本，日常维护等养护类支出计入当期

费用。

（四）存量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

核算的通知》相关规定，“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应当按照行政

等级、路线（含桩号）进行明细核算，公路技术等级、公里

数等作为辅助核算。按照行政等级，公路公共基础设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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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村道。”

具体会计明细科目及编码设置参考财会〔2020〕23 号文

件附件 2“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会计明细科目及编码表”

相关规定确定。

三、账务处理

（一）初始入账账务处理（单位：万元）。

1.项目 A初始入账成本按照重置成本确定，按行政等级、

路线（含桩号）进行明细核算。项目 A 的重置成本=道路成

本 82 257 万元+桥梁成本 11 970 万元=94 227 万元，入账成

本确定为 94 227 万元。

项目 A 初始入账时，账务处理如下：

财务会计：

借：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公共基础

设施——国道——XX 路（42-58） 94 227

贷:累计盈余 94 227

预算会计：不做账务处理

2.项目 B 属于已交付使用但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的新建

项目。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公共基础设施》第十

一条的规定，“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公共

基础设施，应当按照估计价值入账，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

照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项目 B 应当按照估计价值 92 000 万元入账，待办理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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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财务决算后再按照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按照在

建工程成本，借记“公共基础设施”科目，贷记“在建工程”

科目。

财务会计：

借：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公共基础设施

——省道——XX路（49-60，64-70） 92 000

贷：在建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工程

92 000

预算会计：不做账务处理

（二）后续支出账务处理（单位：万元）。

为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年限而发

生的改建、扩建等后续支出，应当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借记

“在建工程”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等科目。

1.项目 C。

项目 C属于为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使用效能或延长其使用

年限而发生的改建、扩建，其后续支出应当予以资本化。

财务会计：

借：在建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工程 21

贷：财政拨款收入 21

预算会计：

借：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项目C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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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21

2.项目 D。

项目 D 为预防性养护项目工程款支出，属于为保证公共

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发生的日常维修等支出，应当予以费用化。

财务会计：

借：业务活动费用——商品和服务费用 316

贷：财政拨款收入 316

预算会计：

借：事业支出—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项目D 316

贷：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