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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于 2019年 9月 9日签订了

《5G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双方在全国范

围内合作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发挥互补的网络和频

率资源优势，按技术进展、产业链成熟度、市场和业务

需求动态投入，以达到高效建设网络，快速形成 5G服

务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节省网络建设和运营成本

的目的。在网络规模、覆盖质量与主导运营商基本相

当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节约投资成本400亿以上。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一张 5G接入网络

的模式，是国内电信运营史上的一大创新，“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分区建设、同等服务、独立经营、互不结

算”的共建共享业务安排，在国内以及国际上均没有

可参照的会计技术路径可以选择。“是否确认使用对

方资产收益”、“各自确认还是共同确认投入资产”是

亟需解决的两大会计难题，能否正确选择最佳会计技

术路径将直接影响上述业务安排的全面实施。同时，

对于在纽约、香港、上海 3地上市的中国联通而言，面

临 3地政策监管，会计技术路径的选择更要做好全面

评估，避免会计准则执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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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5G大规模商用，5G网络站址需求量大、单站建设成本高、能耗高等问题逐

渐凸显，成为制约5G发展的瓶颈。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通过接入网共建共享

模式，开展5G建设与运营。新的业务模式在国内外均无现有会计技术路径可

参照，从业务场景特点切入，通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两大会计准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确定了适合新的

共建共享业务安排的最佳会计技术路径，有力支撑新模式下各类业务安排的有

效落地。

Abstract：
With the large-scale commercial use of 5G，the problems of large demand for 5G network site，high construction cost of sin-

gle station an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5G. China Unicom and

China Telecom carry out 5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hrough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ode of access network.

There is no existing accounting technology path for reference for the new business mode at home and abroad.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scenarios，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

terprises No. 14 - revenue"and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No. 40 - joint venture arrangement"，the best

accounting technology path suitable for the new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business arrangement is determined，which

strongly suppor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business arrangements under the new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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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G共建共享的业务特点

会计技术路径是业务场景的财务展现。对于业

务场景核心特点的准确把握，是确定最佳会计技术路

径的基础。

5G共建共享有三大特点：

a）接入网共建，核心网自建。5G采用共享载波

或独立载波的方式实现接入网共享。

b）统一规划，分区建设。双方对 5G网络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维护，统一运行，互相依赖对方在

其负责的地区建设的5G接入网，但双方的业务和品牌

均保持独立经营，用户归双方各自所有。

c）协同推进，标准统一。双方建立共建共享协调

机制，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共同统筹共建共享工作，确

保共建共享区域的网络规划、建设、维护及服务标准

统一，承建方和共享方享受同等服务水平。

3 5G共建共享业务模式下的会计准则

传统的共建共享模式，比如 4G及基础设施共享，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准则，按照“确认

使用对方资产收益”，同时“各自确认投入资产”进行

会计处理。但在5G共建共享的新业态下，会计准则的

选择要符合核心业务特点即满足“不确认使用对方资

产收益”的前提下，同时满足“各自确认投入资产”。

这是一个全新的会计技术路径挑战，有很大的倾向性

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选择不

同的会计技术路径对结果的影响大相径庭，从而影响

业务实质。故需全面论证现有及全新技术路径应用

的适用性。

3.1 现有技术路径分析

3.1.1 首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指南，

判断是否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指南以 2家石油

公司为例做了相关描述：从事相同业务经营的企业之

间，为便于向客户或潜在客户销售而进行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例如，2家石油公司之间相互交换石油，以

便及时满足各自不同地点客户的需求），不应当确认

收入。

上述例子中，2家石油公司互相交换向客户出售

的最终产品，且交换目的是为了便于向不同地点的客

户进行销售。而在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 5G接入网共

建共享中，双方交换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互用各自

资产的能力，目的是形成对客户的产品，而不是协助

销售。故上述指南的条款并不完全适用于 5G共建共

享场景。

3.1.2 进一步分析使用对方资产能力是否应确认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 5条：当双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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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有明确

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时才可以在客户取

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5G接入网共建共享中，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双

方共同决定网络建设、维护和使用方式。资产建好

后，无论双方在该资产上使用量多少均不会影响双方

的资本投入或后续结算，即共建共享合同没有明确的

与所转让资源价值相关的支付条款。

对比目前运营商的网间结算、国际结算、4G和其

他资产的共建共享，均为一方建设了资产，另一方根

据自己的使用需求来使用对方的资产，并根据资产使

用量，例如按使用分钟数、基站个数等进行结算，合同

中均有明确的定价和支付条款，因而按照收入准则确

认让渡资源的使用费收入。

由此可见，5G共建共享的安排和运营商在其他资

源的共享安排并不一致，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准则第5条的以确认让渡资源使用费收入。

结论：5G的共建共享不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亦不符合收入计列准则。

3.2 新技术路径论证

3.2.1 首先确定是否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

营安排》准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准则（以

下简称“合营安排准则”）2条：合营安排是指一项由 2
个或 2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合营安排具

有下列特征：

a）各参与方均受到该安排的约束。

b）2个或 2个以上的参与方对该安排实施共同控

制。任何一个参与方都不能够单独控制该安排，对该

安排具有共同控制的任何一个参与方均能够阻止其

他参与方或参与方组合单独控制该安排。

《合营安排准则》第 5条和第 6条对什么是共同控

制进行了描述：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

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过分

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如果所有

参与方或一组参与方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决定某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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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相关活动，则称所有参与方或一组参与方集体控

制该安排。

综上，合营安排实质上是具有共同控制权的各方

一致同意时才能做出经营决策和生产安排，共同控

制，没有决定权，但有否决权。由于整个共建共享过

程中，双方的参与程度很高，接入网的承建需要双方

统一规划，不能由中国联通或者中国电信单方面决

定；另外，共建共享区域的网络规划、建设、维护及服

务标准是经过双方协商确定的，这些均属于共建共享

安排下的“相关活动”；双方的合作安排并非通过单独

主体达成，而是通过双方共同认可的共建共享协调机

制，确保合作协议的执行。

上述情况既符合《合营安排准则》第 2条对于合营

安排的定义，又符合第 5条和第 6条对于合营安排的

认定标准，即双方对于网络的建设、运营和维护等相

关活动必须经过双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任何一方

都不能够单独控制。因此，5G共建共享应适用合营安

排准则。

3.2.2 进一步判断会计核算上适用共同经营还是合营

企业

《合营安排准则》第 9条将合营安排分成了两大

类，一是共同经营，二是合营企业。共同经营是指合

营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

合营安排。合营企业是指合营方仅对该安排的净资

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由于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

双方享有共建共享安排中的相关网络资产且承担该

安排的相关负债，而并非仅对上述安排的净资产享有

权利，因此，双方应该按照合营安排准则第 9条共同经

营来对上述安排进行核算。

结论：5G共建共享适用合营安排准则，会计核算

适用共同经营。

3.2.3 确定合营安排准则下，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的

会计核算规则

在充分论证适用合营安排准则下的共同经营前

提下，根据《合营安排准则》第 15条的规定，中国联通

与中国电信双方应当确认其与网络共建共享安排中

利益份额相关的下列项目，并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a）确认单独所持有的资产，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

同持有的资产。

b）确认单独所承担的负债，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

同承担的负债。

c）确认出售其享有的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

的收入。

d）按其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

收入。

e）确认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其份额确认共

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在上述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的共同经营安排中

约定用户归双方各自所有，因此，双方应核算各自通

过共建共享资产向其用户提供通信服务的收入，并以

此作为共同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的分配标准。

后续双方对于网络共建共享安排的结算规定的

变化，属于合营安排下的费用分配方式的调整，只要

变化不影响上述对相关活动共同控制、一致同意的前

提条件，则不会改变按照共同经营进行核算的结论。

4 总结

基于 5G共建共享模式确定的全新会计技术路径

—“合营安排”会计准则，最大程度实现了业务安排的

核心需求，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不确认使用对方资

产收益”，有力支撑了现阶段“互不结算”的业务安排，

有效保障了 5G网络快速形成能力；双方“各自确认投

入资产”，有力支撑了“独立运营”的业务安排，极大简

化了工程建设流程，降低了资产管理成本。同时，“合

营安排”会计准则的选择，还为双方未来进一步深入

推进 5G共建共享过程中结算规则的拓展提供了很强

的可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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