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会计核算办法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说明

第二部分 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

第三部分 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第四部分 财务报表格式

第五部分 财务报表编制说明



2

第一部分 总说明

一、为了规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

基金）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所称救助基金，是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

会专项基金。

三、本办法适用于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机构）

负责管理的救助基金。

四、救助基金应当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会计核算。救

助基金应当独立于管理机构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

实行分账核算。

五、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但按照本办法

规定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的除外。

六、救助基金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

和支出。

七、救助基金的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

八、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

目和编制财务报表。会计期间的起讫日期采用公历制，会计年

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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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

依据，如实反映救助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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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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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不得提前或者

延后。

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对救助基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运用

会计科目：

（一）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设置和使

用会计科目。

（二）救助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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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填制会计凭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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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名称

和编号，不得只填列会计科目编号、不填列会计科目名称。

（四）救助基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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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编制救助基金

财务报表：

（一）救助基金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表、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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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垫付情况表及附注。

（二）救助基金的资产负债表、收支表及附注应当按照季

度编制，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应当至少按照年度编制。

（三）救助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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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在本办

法规定的救助基金财务报表项目下增设有关明细项目。

十二、救助基金相关会计基础工作、会计档案管理以及内

部控制等，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内部控制规范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救助基金相关会计信息化工作，应当符合财政部制定的相

关会计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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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办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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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

序号 科目编号 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2 1101 银行存款

3 1201 备用金

4 1301 救助基金垫付款

二、负债类

5 2001 暂存款

三、净资产类

6 3001 资产基金

7 3101 救助基金结余

四、收入类

8 4001 保险费提取收入

9 4101 罚款收入

10 4201 利息收入

11 4301 财政补助收入

12 4401 捐赠收入

13 4501 上级补助收入

14 4901 其他收入



6

五、支出类

15 5001 抢救费支出

16 5101 丧葬费支出

17 5201 补助下级支出

18 5901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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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一、资产类

1001 库存现金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的库存现金。

二、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现金管理的规定以及

救助基金相关管理和财务制度规定收支现金。

三、库存现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现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

记“捐赠收入”等科目。

（二）将现金存入银行，按照实际存入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从银行提取现金，按照实际提取

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支出现金，按照实际支出的金额，借记“抢救费支

出”、“丧葬费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现金

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

目；同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

科目。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现金金

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同时，借记“资

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

四、管理机构应当设置“库存现金日记账”，由出纳人员

根据收付款凭证，逐笔顺序登记。每日终了，应当计算当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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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收入合计数、现金支出合计数和结余数，并将结余数与实

际库存数进行核对，做到账款相符。

五、本科目借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的库存现金余额。

1101 银行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按规定存入银行的各种存款。

二、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救助基金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办

理银行存款的收支业务。

三、本科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开户银行、存款种类、

存储期限等进行明细核算。

四、银行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转入银行的存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收入”、“财政补

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科目。

（二）将现金存入银行，按照实际存入的金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库存现金”科目。从银行提取现金，按照实际提取

的金额，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本

科目，贷记“利息收入”科目。

（四）以银行存款支付相关款项，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补助下级支出”等

科目，贷记本科目。

（五）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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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

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

科目。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银行存

款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同时，借

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

五、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开户银行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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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日记账”应定期与“银行对

账单”核对，至少每月核对一次。月度终了，银行存款日记账

账面余额与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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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的银行存款余额。

1201 备用金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拨付给具体负责垫付工作的专业

机构的备用金。

本科目适用于经救助基金主管部门批准，管理机构按照核

定额度将救助基金拨付专业机构，委托其具体负责垫付工作的

情形。

二、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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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核定并向专业机构拨付备用金，按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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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救助基金根据专业机构报销数补足备用金定额，按

照实际报销的金额，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同时，借记“抢救费支出”、

“丧葬费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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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收回备用金，按照实际收回的金额，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拨付给具体负责

垫付工作的专业机构的备用金。

1301 救助基金垫付款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按规定垫付的款项。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抢救费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

明细科目，并可按照医疗机构、殡葬机构和受害人进行明细核

算或辅助核算。

三、救助基金垫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救助基金，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同时，借记“抢救

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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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

明细科目。

（三）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同时，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四）按规定核销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核销的金额，借

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收回的救助基金垫付

款。

二、负债类

2001 暂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暂存款

项，包括管理机构代为保管的扣除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后，身份无法确认或者其受益人不明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员

所得赔偿款等。

二、本科目可按照暂存款的种类和对象进行明细核算或辅

助核算。

三、暂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赔偿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按照从赔偿款中扣除的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的金额，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目（本年度

垫付）或“救助基金结余”科目（以前年度垫付），按照其差



12

额，贷记本科目；同时，按照从赔偿款中扣除的垫付抢救费和

丧葬费用的金额，借记“资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

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二）收到其他暂存款项，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按规定支付暂存款项，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尚未支付的暂存款项。

三、净资产类

3001 资产基金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垫付款在净资产中占用的金额。

二、资产基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救助基金，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抢救

费支出”、“丧葬费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同时，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本

科目。

（二）追偿本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

出”科目；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

（三）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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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

（四）按规定核销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核销的金额，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在净资产

中占用的金额。

3101 救助基金结余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收支相抵后剩余的滚存资金，以

及因收回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增加的资金金额。

二、救助基金结余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期末，将各类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科目，

借记“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收入”、“利息收入”、“财

政补助收入”、“捐赠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其他收

入”科目，贷记本科目；将各类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转入本

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其他支出”科目。

（二）追偿以前年度垫付的救助基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

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资

产基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滚存的救助基金结余金额。

四、收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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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 保险费提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按规定从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险费提取的资金。

二、保险费提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转入省级救助基金账户的交强险保险费提取资

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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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101 罚款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

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二、罚款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转入省级救助基金账户的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

险的罚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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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201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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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利息收入。

二、利息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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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301 财政补助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临时补助。

二、财政补助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财政临时补助，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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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401 捐赠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取得的款项。

二、捐赠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社会捐款，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

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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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501 上级补助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从上级救助基金取得的补助资

金。

二、本科目可按照资金来源进行明细核算。

三、上级补助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上级补助资金，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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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901 其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取得的除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

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助收入、捐赠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以

外的其他资金流入。

已核销的救助基金垫付款在以后期间又收回的，也通过本

科目核算。

二、其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其他收入，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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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本科目，贷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五、支出类

5001 抢救费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抢救

费用的资金流出。

二、抢救费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抢救费用，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

抢救费垫付款”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

（二）追偿本年垫付的抢救费用，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

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抢救费垫付款”科目。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101 丧葬费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丧葬

费用的资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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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丧葬费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垫付丧葬费用，按照实际垫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借记“救助基金垫付款——

丧葬费垫付款”科目，贷记“资产基金”科目。

（二）追偿本年垫付的丧葬费用，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借记“资产基

金”科目，贷记“救助基金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科目。

（三）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201 补助下级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本级救助基金补助下级救助基金的支出。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补助对象进行明细核算。

三、补助下级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对下级救助基金补助支出，按照实际支出的金

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901 其他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救助基金发生的除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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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补助下级支出以外的其他资金流出，包括汇款手续费支出

等。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支出的类别进行明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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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本期发生额转入救助基金结余，借

记“救助基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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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救助 01 表 资产负债表 季度、年度

会救助 02 表 收支表 季度、年度

会救助 03 表 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 年度

资产负债表

资金名称：XX 救助基金 会救助 01 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一、资产： 二、负债：

库存现金 暂存款

银行存款 负债合计

备用金 三、净资产：

救助基金垫付款 资产基金

救助基金结余

净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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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表

资金名称：XX 救助基金 会救助 02 表

编制单位： 年 季度 单位：元

项 目 本季数 本年累计数

一、本期收入

保险费提取收入

罚款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

捐赠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其他收入

二、本期支出

抢救费支出

丧葬费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其他支出

三、本期结余

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

资金名称：XX 救助基金 会救助 03 表

编制单位： 年 单位：元

项 目 抢救费垫付款 丧葬费垫付款 垫付款合计

一、本年年初余额

二、本年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一）本年垫付金额

（二）本年追偿金额

（三）本年核销金额

三、本年年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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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财务报表编制说明

一、资产负债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救助基金在某一特定日期全部资产、负债

和净资产的情况。

（二）本表“年初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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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表中“资产总计”项目期末（年初）余额应当与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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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现金”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库存现金余额。

本项目应当根据“库存现金”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2.“银行存款”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银行存款余额。

本项目应当根据“银行存款”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3.“备用金”项目，反映期末救助基金拨付给具体负责垫

付工作的专业机构的备用金。本项目应当根据“备用金”科目

期末借方余额填列。

4.“救助基金垫付款”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尚未收回

的垫付款。本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期末借方

余额填列。

5.“资产总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资产的合计数。

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备用

金”、“救助基金垫付款”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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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暂存款”项目，反映救助基金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

暂存款项。本项目应当根据“暂存款”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7.“负债合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负债的合计数。

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暂存款”项目金额填列。

8.“资产基金”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垫付款在净资产

中占用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资产基金”科目期末贷方余

额填列。

9.“救助基金结余”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滚存的结余

金额。本项目应根据“救助基金结余”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

10.“净资产合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净资产的合

计数。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中“资产基金”、“救助基金结余”

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11.“负债和净资产总计”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期末负债

和净资产的合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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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反映救助基金在某一会计期间（季度、年度）

内发生的收入、支出及当期结余情况。

（二）本表“本季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季实际发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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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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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反映上年度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上年数”栏应当根

据上年年度收支表中“本年数”栏内所列数字填列。

（三）本表“本季数”栏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本期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收入总额。本项

目应当根据本表中“保险费提取收入”、“罚款收入”、“利

息收入”、“财政补助收入”、“捐赠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其他收入”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2.“保险费提取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按照交强

险保险费一定比例提取资金所取得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

“保险费提取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3.“罚款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对未按照规定投

保交强险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罚款所取得的收入。本项目

应当根据“罚款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4.“利息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取得的利息收入。

本项目应当根据“利息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5.“财政补助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从本级政府

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临时补助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财政补

助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6.“捐赠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接受社会捐赠取

得的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捐赠收入”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

列。

7.“上级补助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从上级救助

基金取得的补助收入。本项目应当根据“上级补助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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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8.“其他收入”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取得的除以上收

入项目外的其他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他收入”科目

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9.“本期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支出总额。本项

目应当根据本表中“抢救费支出”、“丧葬费支出”、“补助

下级支出”、“其他支出”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10.“抢救费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垫付抢救费

用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抢救费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11.“丧葬费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垫付丧葬费

用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丧葬费支出”科目的本期发生额

填列。

12.“补助下级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补助下级

救助基金的支出。本项目应当根据“补助下级支出”科目的本

期发生额填列。

13.“其他支出”项目，反映救助基金本期发生的除以上

支出项目外的其他支出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他支出”科

目的本期发生额填列。

14.“本期结余”项目，反映本期救助基金收入扣除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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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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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助基金垫付情况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救助基金在某一会计年度内垫付、追偿、

核销的情况。

（二）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如下：

1.“本年年初余额”行，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各项目的本

年年初余额。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抢救

费垫付款”、“救助基金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科目上年

末余额填列。

2.“本年变动金额”行，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各项目本年

变动总金额。本行“抢救费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项目

应当根据其各自在“本年垫付金额”行对应项目金额，减去“本

年追偿金额”、“本年核销金额”行对应项目金额后的差额填

列；如为负数，以“-”号填列。

3.“本年垫付金额”行，反映本年按规定垫付的费用。本

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本年借

方发生额填列。

4.“本年追偿金额”行，反映本年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本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

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本年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5.“本年核销金额”行，反映本年按规定由救助基金主管

部门批准核销的垫付款。本项目应当根据“救助基金垫付款”

科目相关明细科目的本年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6.“本年年末余额”行，反映救助基金垫付款各项目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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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末余额。本行各项目应当根据其各自在“本年年初余额”、

“本年变动金额”行对应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7.本表各行“垫付款合计”项目，应当根据所在行“抢救

费垫付款”、“丧葬费垫付款”项目金额的合计数填列。

四、附注

附注是救助基金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应当披露

下列内容：

（一）财务报表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包括其主

要构成、增减变动情况等。

（二）救助基金垫付、追偿和核销的历年累计金额。

（三）其他支出的具体类别和相应的金额。

（四）未能在财务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

（五）管理政策和会计政策变动对财务报表影响的说明。

（六）其他对财务报表数据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