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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经济带来的会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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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互联网经济带来了更多全新的营销手段，商家获利渠道也显得多样化。以消费者为唯一营利对象的做法
限制了商家的发展。只有合作共赢、互惠互利，形成数量优势才是互联网商家抢占市场的致胜法宝。随着互联网经济
的逐步推进，利润来源更为多样化，利润共享、信息共享是迫切的,也是必需的。互联网中频繁出现的免费概念，带来
的是创新思维,更带来的是全新的市场局面。众多的新型营销手段，也给传统的会计核算带来了困惑，现针对常见免费
业务实例进行分析，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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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Thinking of Free Economy
YUAN Ying
（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economy brings more new marketing methods, and merchants' profit channels appear diversified. The
practice of taking consumers as the sole object of profit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merchants. Only through win-win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the formation of quantity advantage is the magic weapon for Internet merchants to seize the market.With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profit sources are more diversified.Profit sharing information sharing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he free concept frequently appears in the Internet, which brings about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a brand new market situation. Numerous new marketing methods also bring confusion to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Now,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xample of
free business to throw out a brick to attract a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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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概念的大面积推广，互联网

仅是盯着消费者“拔毛”，更多的是从合作伙伴身

经济以席卷之势冲击实体经济，互联网平台提供了

上获利。而结局却是拔毛者和被拔者都十分满意，

众多创业机会、开拓了众多获利渠道、升级了众多

商家赚得盆满钵盈，消费者大呼便宜实惠。

营销手段，同时也打破了众多的传统思维。
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免费似乎是不可能实现
的，商家的生存就是靠持续的盈利维持。而在互联
网环境下，我们可以免费下载歌曲自由倾听、可以

通过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
免费经济减少了大量的流通环节参与群体，电商直接
对接于企业，在整个交易环节中起到核心作用。
在传统商业模式中，网络是一种销售渠道，用

免费下载软件自由使用、可以免费搜索网络数据

产品

……。在我们畅享免费经济的同时，有没有思考过
商家的生存法则呢？

企业

总代理

一级

二级

… 零售商

消费者

免费经济，站在消费者角度即不花钱就能买到
商品，站在商家角度即“羊毛出在狗身上”，不仅

图 1 传统经济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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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
产

报告。”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要求，当期已实

品

产品

电商

资金 消费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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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收入和已发生或应负担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
收到或者支付，都应当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计
入当期损益。

品
产

而在免费概念中，电商收入往往并非产品的公
允价值，成本也并非产品的采购成本或生产成本，

图 2 免费经济商业模式

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成本组成的复杂、时间上的

于实现产品周转，各参与主体实现产品转移的前提

不规律性均无法直接按权责发生制原理实现因果与

均为单一销售过程。参与主体的前后形成一个完整

时间的配比。

销售业务，产生一层利润。这样一层层分配产品价

（2） 违背会计原则——配比原则。配比原则的

值，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产品成本和流通环节产生的

目的主要是正确计算某一会计主体在相应会计期间

增量成本。而在免费经济商业模式下，网络是作为

所获得的净损益。

一种平台，为各参与主体提供多样的服务，通过互
助共盈，既降低了成本，也使利润来源实现了反向
转化。
不断变化的“马甲”使获利形式更为隐秘，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永恒的慈善家，这

免费经济在对会计核算基础提出挑战的同时，也
违背了配比原则，电商取得的收入往往与成本不能实
现有效互证。同时由于电商产品丰富，营销手段层出
不穷，也就对会计核算与税务监管提出了挑战。
（3） 违背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在历史

其实是一种又一种的新型营销模式。淘宝的 C2C、

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入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

……，都是相当成功的经验，它们没有亏损，反而

的公允价值计量。

京东白拿、360 免费软件、共享交通的骑行补贴
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鲜有竞争对手。通过减少
中间环节、降低宣传费用，迅速进行业务扩张，掌

握大量用户信息，形成流量数据这才是真正的利润
增长点。
免费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即价格优势，零成
本购物或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购物是免费经济吸引大
量消费者的法宝。事实上真正的零成本购物还是十
分少见的，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付出的代价并非产
品的售价或折扣售价，有可能是运费、宣传口碑、
理财收益的实物化体现等有形和无形的代价。
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前提应该是“普遍性需
求”，即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客户，而小众群
体无法创造免费经济的价值实现基础——流量，商
品交易无法大量开展，形成规模效应。
营销新花样，究竟会在财务上对企业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结合现行会计准则，笔者作出如下思
考，以期与同行共同探讨。

一、与现行会计理论的不同点
（1） 违背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我国
[1]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第九条指出：“企

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入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
正常情况下，电商产品无论是定制还是外购，的
确是需要发花费成本，但如果实现厂家与消费者直接
对接之后，电商平台仅属于中介性质，电商可实现零
库存，仅需承担一定的三包风险和营销费用等。

（4） 对收入概念的挑战。《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 22 号） 第二条给出的
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

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入。
日常活动中企业正常的收入应为所售产品的公
允售价，应是该产品在正常生产成本基础上加上利
润加成后的回报。然而，在免费经济中消费者无须
付出产品对价或付出的对价为其他名目等，与产品
关联度较差。
（5） 对成本概念的挑战。成本项目一般由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三项组成。能免费提供
给消费者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事实成本与传统成
本组成项目并不对等，对于电商来说，仅提供了运
营费或营销推广费而已，真正的产品成本可不计入
电商账面。
（6） 对营业利润构成项目的挑战。传统利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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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项目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其中营业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电商的收入究竟是什么？

利润是用于判定企业经营业绩高低的一项重要指

在什么时候确认？（说明：下文案例均以单件产品

标，没有足够的利润，企业就无法继续生存，没有

为例）

足够的利润，企业就无法继续扩大生产。
而在免费业务中，按现行准则得出的会计核算
结论会造成营业利润缺乏说服力，理由是我们看到
了事实上大量收入与成本的不配比。

二、实例分析
实例一：“羊毛出在狗身上”，一度成为网络营
销的经典案例，彻底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一件女
式睡衣，市场销售价格每件 188 元，款式单一、颜

色单一，只需用户出 23 元快递费就可以支持货到
付款，并支持退货，实现零风险购物。23 元即可获

得一件市场价格为 188 元的睡衣，也许很多人想睡

衣根本不值 188 元 [2]。的确，虚标的市场价格也会

令免费看起来更诱人，但深谙消费者心理的营销人
员，却能牢牢把握住另一层面，市场上并非没有

23 元的睡衣，但很少有消费者愿意花时间去市场海
淘比较，更宁愿节省时间选择网购这种简单、快捷
且有保证的购物模式。
要想实现该营销模式，首先，要保证流量数据
的可行性。其次，要考虑如何推广，这在整个环节
中相当重要，必要的吆喝是流量的保证。当然，我
们首推 N 个网站，通过成熟网站保证流量。通过网

站卖出去一件，就给 3 元提成，网站同样不费吹灰
之力就能赚钱。再次，要考虑产品从何而来，虽然

电商想出了一个好的营销点子，但没有产品也是不
能进行下去的。联系生产睡衣的厂家，进行谈判，
有了流量基础，不愁货无销路，订购 1 000 万件产

品，生产成本仅为 7 元，实现了边际成本最小化。
最后，如何运到消费者手上，联系快递公司，年 1
000 万件订单，快递费仅为 5 元。

发货流程为：由网站提供的购货信息直接发往

厂家，由厂家通过快递发往消费者手中，电商平台
出了一个点子，可以盈利 23 - 3 - 7 - 5 = 8 元，且无

按现行的会计核算原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 22 号） 第二章第

五条规定：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时，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3]：①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
自义务；②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
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③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
款；④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
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⑤企
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观点一：从实际现金流考虑
（1） 在案例中电商打出免费的口号，仅收取

23 元运费。所以企业并无实质收入，也不会根据
23 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
借：银行存款

23

23

贷：销售费用

（2） 电商与厂家进行产品结算，如果产品存放在
厂家，计入“发出商品”较为合适，如果产品存放在
电商，则计入“库存商品”（物流成本会增加）。
借：发出商品/库存商品

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12
8.12

贷：银行存款

（3） 电商与网站进行提成结算，通过网站进行
业务宣传，计入“销售费用”
借：销售费用

3

3

贷：银行存款

（4） 电商与快递公司进行结算
借：销售费用

5

5

贷：银行存款

（5） 电商将产品发往消费者
借：销售费用

7

贷：发出商品/库存商品

7

须考虑仓储费，不需要有很多本单位工作人员去跑

电商在整个业务中，根据情况量身定造了一项需

单，仅需要进行各合作方的跟踪，可轻松而安稳地

要定制的产品，核心环节是营销，在这期间以业务构

获利。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商不再盯着消

建为主，理论上应取得盈利 8（23－3－7－5）元。

上述业务的处理虽然从会计准则角度处理有失

费者赚钱，而是通过截留各合作方的利润实现了自

妥当，但仔细想来，电商的这种做法符合现金流数

身利益的增长。

据与实际的交易现实，整个业务使销售费用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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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元，即相当于增加利润 8 元，最终对实际损益的
影响程度一致。

观点二：视同赠品促销

借：销售费用

现行打着免费名义并拥有较高人气的营销模式

主要有：1.斐讯 0 元购；2.免费下载等。

案例二：以斐讯为例，对于指定型号路由器，

（1） 电商分别与网站、快递公司构建协议，分
享提成

57

消费者先在公司平台付出 399 元，获得实物后，通

过下载某金融 APP，关联银行卡输入产品自带识别

8

码后，可在 1 个月内收到全额返款。在这种模式

8

贷：银行存款

下，其是将消费者的资金进行暂时无息借用，通过

（2） 电商与供货企业签订定制合同

①电商与供货企业签订定制合同，供货企业按

要求生产产品

7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12
8.12

贷：应付账款

②供货企业销售商品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

时间差获取收益，此外与案例 1 类似，在得到大量
用户信息后，会产生更多的后续收益。

①公司平台收到消费者汇入款项，发出商品，

借：银行存款 399，贷：主营业务收入 343.97，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55.03，同时按
成本价，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②将
款项返还给消费者，可将金额记入“销售费用”
。
其以“借鸡生蛋”为主要营销思路，通过获取

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 828 号） 的规

消费者款项，吸收资金进行进一步融资，给予消费

定，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

者的商品可视为一种实物利息的返还，也可视为一

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

种营销费用。

视同销售确定收入：①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②用

案例 3：360 公司软件免费下载，公司通过免费

于交际应酬；③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④用于股息

口号进行流量扩张、储备客户群，以此吸引更多的

分配；⑤用于对外捐赠；⑥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

软件开发企业加入公司管理，建立品牌形象。公司

的用途。企业发生以上情形时，属于企业自制的资

利润来源主要为软件开发企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

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

类似的还有网游企业、共享经济模式等，在免费

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
售收入。
借：销售费用
贷：主营业务收入

三、常见风险

116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6
7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③与供货企业结清尾款
贷：银行存款

④收到消费者快递费
借：银行存款

贷：销售费用

7

8.12

借：应付账款

23

的口号下，大量吸引消费者，形成庞大的流量基础。

根据上文几种常见案例分析，免费经济主要形
式为以下几种：①无偿使用，实为业务推广；②先
收后返，实为融资；③吸收融资，实物付息。
（1） 税收征管风险，实务操作时，钻空子、偷
税漏税等问题，给税收征管带来难度。税务机关认
为免费赠送商品需要进行纳税调增并缴纳税款的依

8.12

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 第四条：“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
视同销售货物，……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

23

电商将整个营销行为视作一种赠品赠送行为，

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二是 《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五条：“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

并按规定开具正规发票，以确保三包政策的正常开

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

展。为此，企业必需按公允价格进行收入的账面反

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

映，形成相应的收入并结转对应成本。此法将会导

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

致期末利润增加，并承担必要的税负，从实务角度

赠送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来讲，更显科学。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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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公司众多功能之一。高校资产经营公司是立足

越了事业性资产与企业性资产的身份障碍，实现与

高校、依托高校，统筹教学资源，市场与高校的桥

市场零距离的对接；才能扩大资产经营公司效益，

梁，更是教学与市场的连接点。资产经营公司不仅

同时，也只有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直接提供给

仅要发挥学校的优势，还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服

社会，才能得到社会认同，扩大社会服务渠道，从

务。因此，高校只有以资产经营公司为切入口，跨

而实现社会服务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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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2） 售后服务风险，很多平台认为自己提供了
免费商品，就不提供相应的发票或提供应有的售后
服务，消费者也认为是不花钱得到的物品，就放弃
了应有的权益。事实上，在生活中不乏出现免费商
品伤人的情况，其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人身财产损
失，根据 《产品质量法》 和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规定，免费商品也应由厂家或销售商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免费经济形式多种多样，其本质是营销手段，
是互联网经济下的新兴产物。平台不但没有亏损，
反而迅速占领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其利润增长点
在于迅速积累流量，形成庞大客户群，依靠客户信
息吸引大量合作伙伴，从合作伙伴身上薅羊毛 [5]，
客户数量才是保证获利的基石。此外，更有不少平

（3） 资金链断裂风险，有些免费商品实则利用

台是通过先收后返的形式，占用客户资金进行融资

客户垫付资金进行融资，一旦金融风险产生，到期

获利。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网络营销手段，最终都会

无法归还资金，会使平台蒙受信誉及资金的损失，

作用于会计核算，甚至对现行会计理论形成挑战。

甚至破产倒闭。有些商家则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消

校对会计、校对的会计是每个会计教育工作者应不

费者将蒙受损失。

断加强的专业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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