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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IFRS 聚焦》特刊阐述了因监管机构的关注领域、当前的经济环境
或会计准则变更而可能与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后日期的年
度相关的财务报告事项。 

 德勤《全球经济展望》阐述了德勤经济学家有关全球经济现状和展望
的见解。该报告强调了 2016 年，尤其是在英国脱离欧盟成员国的公
投之后呈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并阐述了有关英国与欧洲及世界各国
的未来关系问题，而诸如美国总统大选等事件更突显出未来的全球化
和经济整合（例如，有关国际贸易协议）将存在影响更为普遍的不确
定性。 

其他司法管辖区内值得注意的事项包括对美国就业水平的疑虑、欧元
区的通货紧缩压力、以及中国企业债券水平的不断上升。 

尽管 2016 年下半年经济有所复苏，但在全球范围内商品价格持续处
于历史较低水平，而石油价格仅在几年前还维持在 100 美元每桶，但
现在却远低于该价格水平。石油及其他商品在 2017 年及之后的前景
仍不明朗。 

因此，财务报表编制人在其经营所处的不同环境中可能面临各类挑
战。此外，会计准则的实施将继续要求作出审慎考虑并运用重大判
断。 

本《IFRS 聚焦》特刊强调了上述某些考虑事项，并同时阐述了与
2016 年 12 月报告相关的其他事项，如监管机构可能关注的领域及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发展。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s://dupress.deloitte.com/dup-us-en/economy/global-economic-outlook/2016/q3.html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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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报告 
 
市场波动的影响 
当前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以及“实体”经济前景面临不确定
性。 
 
市场波动会对财务报表造成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货币汇率  
英国脱欧公投所引致的最大影响是英镑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大幅贬值。这将对英镑余额折
算成其他货币（或者对于功能货币为英镑的主体，将其他货币计价的余额折算成英镑）以
及重新折算境外经营（同样地，包括将以英镑的境外经营折算为其他列报货币、或将其他
功能货币的境外经营折算为英镑的情况）时产生的利得和损失水平造成重大直接影响。在
执行上述操作时，重要的是需要考虑鉴于汇率的波动水平，采用平均汇率来重新折算外币
交易或境外经营的收益和费用是否仍然恰当、或是否需要对平均汇率作出调整以反映交易
在报告期内发生的时间。  
 
鉴于外汇变动幅度有可能大幅上升，同时应考虑在报告本年度的经营成果时是否应强调上
述影响。此外，之前金额较小的项目（如，在现金流量表最下方报告的汇率变动对现金和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现在可能会明显变大从而应给予额外关注。 
 
不那么直接的，外汇变动可能会对以下各项产生影响，例如：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执行的减值复核所涉及的现
金流量预测的功能货币价值； 

• 预计将以外币出售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 某些套期关系的有效性及套期会计披露（由于面临重大外币风险的主体的投资者将更
多地关注该主体套期安排的程度及条款）；以及 

• 金融工具风险披露。特别是，在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
露》（IFRS 7）所规定的敏感性分析时，可能有必要重新评估被视为“合理可能发
生”的汇率的变动水平。 

外汇变动显然同时会对业务经营产生直接影响（例如，进口的成本或境外销售的定价）。
在编制诸如用于评估减值或持续经营的现金流量预测时，应对此类影响加以考虑。 

  

 

委内瑞拉  

近年所面临的一个特定挑战为，在重新折算以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计价的余额及报
告委内瑞拉主体的经营成果时如何识别合适的汇率，因为委内瑞拉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对
不同目的采用的不同汇率。 

在本年度，预计通常情况下应采用“Dicom”汇率（于 2016 年引入，且在本刊物编撰时
1 美元约合 660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来重新折算单项余额及委内瑞拉主体的经营成果，因
为该汇率适用于除最基本的食品和药品交易以外的所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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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许多司法管辖区的现行利率均较低，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负利率。除了影响借贷活动所
产生的收益或费用之外，市场利率还是各类不同的余额进行折现的依据，其中包括： 

•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规定的设定受益义务； 

•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 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IFRS 2）对股份期权或
授予其他项目的估值；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计提的长
期准备金；以及  

•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计算的使用价值。 

同样地，如果利率变动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如，显著影响减值复核中的空间），则可能需
要提供敏感性披露。 
 
始终应审慎确保针对适当的项目应用合适的折现率，因为 IFRS 并非对所有余额应用相同
的方法。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中使用的高质量公司债券收益
率，可能不同于减值的计算中使用的确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借款利率。 
 
对于列报，应注意的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15 年 1 月发布的议程决定指
出，金融资产的负利率应在适当的费用类别中列报，而非作为利息收入，因为其并不符合
收入的定义。 
 
商品价格 
2016 年全年的商品价格均保持低迷，这将对采掘行业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对于包括根
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6 号——矿产资源的勘探和评价》（IFRS 6）予以资本化的勘
探和评价成本的资产减值，其要求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决定终止勘探时）进行减值评
估。 
 
同样地，尽管这对诸如燃油是其成本的关键组成部分的航空公司之类的主体的影响更为广
泛，对于所有受影响的主体而言，在评价诸如以下各项时也可能需要考虑商品价格： 

• 减值复核； 

•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的估值；以及 

• 与商品价格挂钩的衍生工具（单独或嵌入其他合同）的公允价值。 

披露判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时期内进行报告时，尤为重要的是向年报使用者提供针对主体面临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在编制财务信息时所作的判断的适当见解。 
 
有关所作判断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会计政策披露，此类披露应足够特定并全面，以便使用者
能够了解主体作出的选择和判断以及年报整体提供的财务信息。例如，应当清晰阐明收入
确认政策如何应对在年报的其他位置（如，主体的业务模式描述中）所描述的收益来源。
这对于说明在复杂的情况下（如，长期合同及商品或服务的“捆绑”销售）何时确认收入
尤其重要。 
 
同时应考虑会计政策披露的完整性，特别是存在重大的“一次性”交易（例如，向联营企
业转移业务）或首次出现的事项（如，之前总是出现赤字的养老金计划产生盈余）的情况
下。很容易出现注重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但却忽略了需要恰当披露该新的会计政策的问
题。 

  

 
  

http://media.ifrs.org/2015/IFRIC/January/IFRIC-Update-January-2015.html


IFRS聚焦 

4 

上述信息应以《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所规定的关于关键
判断和估计不确定来源的披露为补充。同样地，此类披露应当清晰明确且特定于主体的具
体情况。尤其不应忽略关于估计不确定性披露的定量要素。IAS 1 第 125 段要求披露导
致下一财年作出重大调整之重大风险的估计不确定性所涉及的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和账面金
额。IAS 1 提供了单独或相结合而言能够符合上述要求的若干披露示例： 

• 假设或其他估计不确定性的性质； 

• 资产和负债的账面金额相对于计算此类金额时采用的方法、假设和估计的敏感性； 

• 如果不确定性预计将在下一财年消除，披露这一事实以及合理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
以及 

• 如果不确定性仍未解决，说明对过往假设作出的任何修改。 

IFRS 同时包含披露特定领域所采用的假设以及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具体要求，包括： 

• 适用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可观察的“第三层次”输入值的假设和敏感性； 

• 在执行减值测试时估计现金产出单元（或者对于商誉测试，一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
收回金额所采用的关键假设。（如相关）此类假设应包括详细的现金流量预测所依据
的假设（例如，收入或利润增长率、外币汇率及商品价格），以及用于将此类预测转
换为使用价值或公允价值的因素（如，最终增长率和折现率）；以及 

• 对可能导致减值的关键假设的合理可能变动的敏感性。 

报告财务业绩及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 
IFRS 目前要求对收入、损益总额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特定项目（例如，财务费用）列报单
列项目。《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允许包括其他小计项
目，但并未定义通常作为主体业绩主要衡量指标列报的数据（如，经营利润）。由于
IFRS 没有此类要求，财务业绩的适当报告成为监管机构的关注重点。 
 
作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披露项目（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期间强制生
效）的一部分，IAS 1 已作出的修订并对在损益表内列报小计项目引入了严格规定，要求
小计项目应当：  

• 由按照 IFRS 确认和计量的金额构成的单列项目组成；  

• 以清晰及易于理解的方式列报和标示； 

• 在各期间保持一致；以及 

• 其列示方式不应比 IAS 1 所规定的单列项目更为显著。 

在上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留意： 

• 标示为“经营利润”的衡量指标不应排除通常被理解为构成主体经营一部分的诸如存
货减记等项目；  

• 在将特定项目标示为“例外”或“非经常性”项目或将其从财务报表列报的小计项目
中剔除时应当审慎。特别是： 

- 影响过往期间或预计将影响未来期间的项目极少能被标示为“非经常性”项目； 

- 利得和损失不应相互抵销，除非 IFRS 允许这样做； 

- 识别“例外”或“非经常性”项目的方法应当平等（利得要跟损失一样剔除）、
在各年度保持一致、及清楚地披露（包括说明为何认为有必要对特定项目作出调
整）；以及 

- 应提供关于识别此类项目的清晰的会计政策。 

同时应当明确列示任何“例外”项目的所得税和现金流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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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监管机构指引以及有关“替
代业绩衡量指标”的 ESMA 指引 
上文提及的关注是促使各类监管机构就使用除IAS 1 要求之外的业绩衡量指标发布指引的
因素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于 2016 年 6 月发布了《关
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的最终声明》，确立了有关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的参
考框架；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发布了《关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指引》，适
用于在受监管信息（根据欧盟法律的定义，是指根据《透明度指令》和《市场滥用行为法
规》的要求向市场公布的信息）中披露的替代财务业绩衡量指标以及 2016 年 7 月 3 日或
以后日期发布的招股说明书。 

如下表所示，IOSCO 和 ESMA 的指引在很多方面均非常相似。 

IOSCO 关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的声明 ESMA 关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指引 

范围 – 适用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 ，即不
属于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衡量发行人当前、历
史或未来财务业绩、财务状况或现金流量的数值（定
义为依照发行人的财务报告框架确定的、被纳入诸如
新闻稿或年报的陈述部分的衡量指标）。 

财务报表所包含的披露不属于该声明的范围。 

并非财务指标的经营或统计衡量指标不属于该声明的
范围。   

 

范围 – 适用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即不属于适
用的财务报告框架所定义或指定的财务指标的，对
历史或未来财务业绩、财务状况或现金流量的财务
衡量指标）。 

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替代业绩衡量指标不属于该指
引的范围。 

该指引不适用于： 

• 实物或非财务衡量指标； 
• 有关主要股东、收购或处置自身股份和投票权

总数的信息；或者 
• 说明对协议（如，贷款契约）条款或法例要求

（如，计算董事薪酬的依据）遵循情况的信
息。 

定义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 – 应对衡量指标加以定
义、说明（包括指出其并非标准化衡量指标的声
明）、明确标示并解释其使用的原因（包括说明其为
何是对投资者有用的信息）。 

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列报和使用说明 – 应就替代业
绩衡量指标提供明确及通俗易懂的定义，还应为替
代业绩衡量指标添加反映其内容和计算依据的有意
义标签。 

应说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用途，以便使用者了解
其相关性和可靠性。 

公正目的 – 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使用不应用以
避免列报不利的信息。 

列报 – 不得针对替代业绩衡量指标使用过度乐观或
肯定的标签。 

此外，ESMA的常见执法重点指出：“在将IFRS未
予定义的业绩衡量指标纳入财务报表时，发行人应
确保该等衡量指标以公允的方式计算及列报（如，
发行人不应仅仅取消、剔除、或忽略反映其负面业
绩的领域或项目）” 。 

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列示的显著程度 – 非公认会
计原则衡量指标的列示方式不应比与其最直接等同的
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更为显著。 

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显著程度和列报 – 替代业绩衡
量指标的列示方式不应比直接源于财务报表的衡量
指标更为显著、更着重强调或更具权威性，也不应
转移读者对源自财务报表的衡量指标的注意力。 

与可比的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之间的调节 – 应提供
与其最直接等同的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之间的清晰
及量化的调节表。 

调节 – 应将每一个替代业绩衡量指标调节至财务报
表中最能与其直接相调节的项目。 

一段时期内的一致列报 – 应列示可比数值，且非公认
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列报应在各年度之间保持一致。 

应说明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任何变动（或非公认会
计原则衡量指标的停止使用）并相应调整可比数据。   

可比性和一致性 –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列报应在各期
间之间保持一致，并提供可比信息。 

应说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定义或计算的任何变动（或
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停止使用），并提供重述的可比数
据。 

 

  

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532.pdf
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532.pdf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publishes-final-guidelines-alternative-performance-measures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2016-1528_european_common_enforcement_priorities_for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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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CO 关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的声明 ESMA 关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指引 

经常性项目 – 根据 IOSCO 的经验，重组成本或减值
损失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被证明为“非经常性”、
“不常发生”或 “异常”项目。 

列报 – 有关项目不应被不当地标示为非经常性、不
常发生或异常项目。例如，影响过往期间以及将影
响未来期间的项目（如，重组成本或减值损失）极
少能被视为非经常性、不常发生或异常项目。 

获取相关信息 – 支持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使用和
计算的信息应易于使用者获取，可以通过直接随同该
衡量指标公布或者交叉索引至可获取有关信息的地
方。 

通过提供索引遵循有关规定 – 可通过直接索引至此
前已发布的、包含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相关披露且便
于使用者获取的其他文件，来替代指引中的披露原
则。  

 

 

  

 

德勤刊物《替代业绩衡量指标：实务指引》就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使用提供了额外指引，
其阐述了被视为最佳实务的做法，并提供了主体如何列报该等衡量指标的实例。 

  

 
一般而言对于在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业绩报告，应注意的是：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8 号——经营分部》（IFRS 8）关于从“管理层视角”列报分
部信息的要求，意味着该信息（所列报的分部及所披露的计量）的列示方式应与诸如
管理层报告或新闻发布所采用的列报方式保持一致。在列报分部总体数据与相应主体
金额之间的调节及在披露加总经营分部所作的判断时也应保持审慎。 

• 在列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时，《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现要求区分后续将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以及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包括主体
在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中享有的其他综合收益份额）。该指引的间接影响是明确子公
司、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处置利得的计算，将包括“可再循环”的项目而不包括
“不予再循环”的项目。此外，还应考虑为向使用者提供重要信息所必需的其他综合
收益项目的分解层次。 

• 每股收益的计算往往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其受到诸如股份期权和可转换债券等项目影
响时。在执行此类计算及提供《国际会计准则第 33 号——每股收益》（IAS 33）规
定的相关披露（如，调节用于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加权平均股份数
量）时均应保持审慎。 

新会计准则的影响 
IASB 近期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但尚未强制生效的新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要求披露该等准则对主体的未来财务报表可能
造成的影响，而这是投资者特别感兴趣及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IFRS 15） 
IFRS 15 将对广泛的一系列主体构成重大影响，特别是那些提供多项捆绑的商品和服务以
及订立长期合同的主体。 
 
对于预期采用 IFRS 15 对其收入确认政策影响很小的主体，仍应认识到搜集对合同执行
全面评估的必要数据以及编制 IFRS 15 规定的额外披露将是一项重大挑战。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 
IFRS 9 将对金融服务行业造成最大影响，特别是由于需要进行系统开发，以从按照《国
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金融资产应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过渡至
IFRS 9 规定的预期损失模型。然而，其他行业内的主体也不应忽略 IFRS 9 对诸如应收
账款减值计量等方面可能的影响。 

  

 
  

http://www.iasplus.com/en-gb/publications/uk/need-to-know/2016/ntk-a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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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ESMA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详述了对IFRS 15 的可能影响的披露的期望，并对
IFRS 9 发布了一份类似声明。此类声明阐述了随着该等准则生效日期的临近，预期应提
供更多及更详尽的披露。对于 2016 年度财务报表，此类声明鼓励： 

• 详细描述并说明如何实施新准则包含的关键概念（例如，根据 IFRS 15 针对每一个收
入流识别履约义务，及根据 IFRS 9 用于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的建模技术），以及（如
相关）这与主体的现行会计政策有何差异； 

• 说明实施 IFRS 15 及 IFRS 9（如可用）的时间表，包括主体预期将运用的过渡性规
定；以及 

• 量化应用 IFRS 15 和 IFRS 9 的潜在影响（若已知或可合理估计）。如果无法合理估
计量化影响，应提供额外的定性信息以协助了解预期影响财务报表的程度以及 IFRS 9
影响资本规划的程度。 

其他地区的监管机构亦强调有必要提供有关 IFRS 15 和 IFRS 9 影响的主体特定的信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IFRS 16 的生效日期比 IFRS 15 和 IFRS 9 晚一年，因此预期关于该准则可能产生的影
响在现阶段的披露无需那么详细（尽管应注意的是，打算在 IFRS 15 生效之日同时提前
采用 IFRS 16 的主体（很可能是出租人），则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前考虑相关事项）。然
而，在 2016 年可能需进一步留意的一个项目是《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租赁》
（IAS 17）已要求提供的租赁承诺的披露。这不仅是因为其可能是使用者用于评估主体
可能受 IFRS 16 影响的程度的起点，而且同时（取决于所选择的过渡方法）在首次采用
IFRS 16 时其必须调节至已确认的租赁负债。据此，该披露的准确性很可能受到额外审
查。 
 
同时不应忽视对此类披露的编制进行治理和控制的需要，尽管此类信息尚未在主要财务报
表中反映，但其构成财务报表的一部分并且应当足够完善以供上述目的使用。 
 
区分权益与金融负债 
区分债务与权益一直是财务报告中较为复杂的领域，这可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接获的关于该事项的大量询问、以及 IASB“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项目的较长酝酿
期中得到体现。 
 
在评估债务/权益时，重要的是应谨记源自《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列报》
（IAS 32）的区分债务与权益的首要原则。 
 
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 
权益工具的主要区分特征是使发行人拥有无条件地避免通过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进行
结算的权利。如果工具的合同条款包含强制发行人须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规定，则
该工具是（或至少有一部分是）金融负债。 
 
取决于工具的条款，针对上述标准的评估可能并非简单直接。重要的是应注意： 

• 拒绝进行支付（如，派发股利或在工具赎回时支付）的能力必须是工具本身的特征。
可能影响主体履行合同义务之能力的外部因素（如，可分配的储备的可获得性）不应
纳入债务/权益的分析。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2016-1148_public_statement_ifrs_15.pdf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2016-1563_public_statement-issues_on_implementation_of_ifrs_9.pdf


IFRS聚焦 

8 

• 或有结算条款（要求在超出发行人及工具持有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事件发生或不发生时
进行支付的条件）将产生一项负债，除非该条款不切合实际或仅在发行人清算时才可
执行。 

• 可能促使主体在没有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进行支付的经济强制手段（例如，“股利制动
机制(dividend blocker)”——即，在未支付优先股股利的情况下不得派发普通股股
利）本身不会形成一项金融负债。然而，在说明将工具归类为权益时所作的判断时披
露此类条款可能是适当的。 

以发行人的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及“固定换固定”标准 
一项合同不会仅仅因为其可能或将会导致交付发行人的自身权益工具而被视为权益工具。
成为权益工具的前提是交付时必须以固定数量的权益工具换取固定数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
资产。这往往被称为“固定换固定”标准，其旨在确保以主体自身股份作为“货币”来清
偿义务的工具被归类为负债。 
 
对该标准的评估往往较为复杂，重要的是应注意，例如所提及的“固定数额的现金”同时
指按发行人的功能货币固定的金额。例如，如果合同允许功能货币为英镑的发行人通过交
付固定数量的自身股份来结算以欧元计价的负债，则不符合归类为权益的条件。 
 
在评估复合金融工具（例如，可转换债券）及针对发行人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如，
购买普通股的买入期权））的分类时，“固定换固定”标准尤其重要。 
 
规则的例外情况 
然而，上述每一项原则均存在经 IAS 32 严格定义的例外情况。 

• 对于赎回交付按股权比例的主体净资产的工具的义务，如果符合所规定的严格标准
（包括该工具的顺位次于主体发行的所有其他类别工具），则不会导致其归类为负
债。 

• 在涉及配股权（其中权益工具将以固定金额的外币现金发行）的特定情况下，“固定
换固定”标准不适用 。 

以上不难看出，作出确定极为复杂，并且有时工具条款的一些细微差别可能会造成截然不
同的分类结果。因此，针对该领域提供适当的披露至关重要，特别是： 

• 用以评估工具是符合归类为债务还是权益的会计政策应予以适当披露及一致地应用； 

• 《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第 122 段中有关披露在应用
会计政策时所作的判断的要求可能是相关的；有关披露应包括所涉及的工具的主要特
征（如，面值、利息和利率递增条款、票息支付条款、触发任何付款额的事件、主要
合同日期、转换或买入及卖出期权）；以及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第 17 段特别要求披露
所存在的嵌入复合金融工具的具有相互关联价值的衍生工具。 

综合收益表内涉及一类重要资本工具的重大余额或金额（例如，要求基于主体利润强制进
行支付的工具对损益的影响）也可能需要在主要财务报表内单独列报（如作为 IASB 主动
性披露项目的一部分对 IAS 1 的修订所述）。类似地，对于向归类为权益的并非普通股的
工具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在现金流量表中对其进行分解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出披露将可
进一步明确此类工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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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所得税影响 
所得税可能是较为复杂的领域（特别是对于较大型，跨国且较为复杂的集团而言），并且
所得税的报告往往涉及运用重大判断和估计。这些因素连同监管机构和媒体对公司税务事
宜的密切关注，意味着年报中有关公司计税方法、税务策略和政策、所得税产生的重大风
险及其会计处理、以及所得税的披露的透明度需要不断提高。 
 
所得税会计处理和披露的许多方面均成为本刊物所强调的众多事项的主要例子。例如： 

• 与所得税有关的会计政策应当清晰、特定于集团的情况、并且应涵盖所有关键事项，
包括不确定纳税状况的确认和计量（如相关）。为了向年报使用者提供有意义的信
息，应避免使用笼统及样板式的描述。 

• 所得税是估计不确定性的常见来源，尤其是涉及不确定纳税状况的情况。应当审慎应
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IAS 1）中有关这方面的披露要求
（尤其是如果存在导致下一财年作出重要调整的重大风险时），并且应包括量化信息
（如，敏感性或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范围）。 

• 如果下一年度作出重要调整的风险并不重大，则所得税不应被描述为估计不确定性的
主要来源。但是，如果重大调整预计将在下一财年之后发生，公司应作出披露以确保
向年报使用者提供具透明度及有意义的信息。此类披露可纳入诸如所得税附注中。 

• 在报告财务业绩时应适当反映所得税影响。例如，有关“例外”或“非经常性”项目
的列报政策，应涵盖在报告其他“例外”或“非经常性”项目的所得税影响时对所得
税利得和损失的报告。 

更特定于所得税的规定是《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IAS 12）中披露实际税
率调节以说明本年度所得税费用总额与税前利润之间关系的要求。该调节应就影响实际税
率及其未来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包括调节项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明确区分重大一
次性或异常项目与预计重复发生的项目）提供清晰的信息。这将提高披露的预测价值并有
助于评估实际税率的可持续性。 

  

 
 

归类为权益的金融工具的所得税付款额 

股利支付的所得税影响的列报（计入损益还是直接计入权益）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
员会近期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关于此类支付的所得税后果是应被视为与以往产生的利润相
关（从而应在损益中列报）还是与向所有者的分配相关（从而应在权益中列报）的问题。 

2016 年 6 月《IASB最新资讯》阐述了理事会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
（IAS 12）的意向性决定，以澄清第 52B段的列报要求适用于股利的所有所得税后果。
这将意味着除特定的例外情况之外，股利将在损益中列报。 

尽管上述建议仍需一定时间才能完成（征求意见稿预计将于 2017 年 1 月发布），但单独
披露股利的任何重大所得税影响以便使用者能够评估分类的未来变动的潜在影响可能是恰
当的。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ASB/June/IASB_June_Upd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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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纳税状况 
不确定纳税状况的会计处理和披露是上文所述的事项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且与报告风险和
估计尤为相关。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的解释公告草案预计将于 2017 年确
定终稿。然而，该解释公告草案包含的主要结论已能够用作解决该事项的依据： 

• 仅当所得税很可能支付或收回时，才应在确认所得税负债或资产时反映所得税负债或
资产的不确定性。 

• 须运用判断来识别作出该判断时所采用的计量单元（即，是存在单一税务不确定性还
是一组相关的不确定性）。 

• 在作出该判断时假定存在全面的“检查风险”（即，税务机关可获得所有相关的信
息）。 

对于披露，解释公告草案并未建议任何具体的额外要求，但上述披露考虑事项（如，根据
《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披露估计不确定性，及在所得税费用调节表
内提供适当的全面的信息）将常常与不确定的纳税状况相关。IAS 12 第 88 段同时规定
须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披露与所得
税相关的或有资产和负债。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IAS 12 要求主体针对源自高于及超过与同一税务机关和纳税主体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的可抵扣所得税差异及未利用可抵扣亏损（即使主体目前发生亏损）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
资产，前提是主体很可能产生可利用上述利益的未来应税利润。在许多情况下，有关主体
是否将产生未来应税利润的评估涉及运用重大判断，例如，考虑的期间（应当基于主体的
具体事实和情况而非一个武断的时限）、税务规划策略、未来合同的影响等。 
 
主体必须披露所运用的判断以及支持此类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证据。例如，在公司发生
亏损的情况下，必须披露证明能够获得支持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未来应税利润的证据。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IAS-12-Measurement-income-tax-uncertain-tax-position/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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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二十国集团（G20）于 2015 年发起“税基侵蚀与利润
转移”项目，以解决全球税务格局中的不均衡与不一致，其成果是制定了 15 项具体行动
计划，以使当今国际税务格局的基础原则适应现代化需求并建立作为各国税务立法依据的
一致框架。 

该项目的核心原则为： 

• 消除税收不匹配，从而对所有收入征税； 

• 确保利润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提升税务机关的透明度；以及 

• 以协调的方式实施变革。 

尽管部分建议被认为增加税务风险及导致更高的复杂性，但最终有一个一致的税收平台将
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类似地，欧盟委员会也启动了相关举措以处理逃税和税务欺诈，并关注在欧盟境内提高税
务透明度及营造更公平的税务环境。 

2016 年，个别地区已开始构建针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项目的应对措施，包括英国
和澳大利亚宣布并实施相关的法例变更。 

上述措施突显出公司考虑所得税相关风险的重要性，因其有可能对所得税余额的确认和计
量造成重大影响。 

  

 
其他主题 
资产和负债的抵销和现金池安排 
3 月《IFRIC最新资讯》包括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针对下列问题的讨论结果：定
期（但并非在报告日）将现金转入一个网络账户的实物转账，是否足以满足《国际会计准
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列报》（IAS 32）针对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银行
账户有现金，某些账户有透支）抵销的“意图以净额结算”的标准。委员会得出否定结
论。 
 
该问题是针对下列安排提出的：集团的每一家子公司均拥有在法律上独立的银行账户，并
定期向中央“网络账户”进行现金转账。然而，该转账并非在报告日进行，而是在集团预
计个别子公司将在下一个净额结算日前使用其银行账户的日期进行，通过进一步存入现金
存款或提取现金以清偿其他负债。 
 
在上述情况下，并不存在以净额结算特定余额（即，截至报告日的现金或透支）的意图，
因此不符合进行抵销的标准。 
 
寻求实现现金和透支余额相互抵销的主体应考虑其涉及将资金“整理”纳入中央账户的时
间的现行实务是否与委员会得出的结论相符。 
 
养老金计划 
2015 年 6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建议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和《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14 号——<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对设定受益资
产的限制、最低资金要求及其相互作用》（IFRIC 14），包括对 IFRIC 14 作出澄清，明
确规定在评估是否应当确认一项盈余（或最低资金要求的负债）时，主体评估为可通过未
来资金返还获得的金额，不应包括其他方（通常是受托人）在未获得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可
用于提高成员福利的金额。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FRIC/March/IFRIC-Update-March-2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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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9 月的会议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建议 IASB 确定上述建议修订的终
稿。尽管尚未确定终稿，但在披露评估受托人针对设定收益计划中任何盈余资产的权利时
所运用的重大判断时，应当考虑上述建议。 
 
此外，随着养老金义务的资金供给变得日益复杂（例如，通过使用长寿互换），适当披露
主体的资金策略（包括如何确定此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将变得日益重要。 

  

 
 
对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强制生效的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有关下述新的及经修订的准则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 
 
http://www.iasplus.com/en/tag-types/global/newsletters/ifrs-in-focus 
 

  

 
 
IFRS 

新准则： 

IFRS 14 – 监管递延账户 

经修订的准则： 

对IFRS 10、IFRS 12 和IAS 28 的修订 –  投资主体：应用合并豁免 

对IAS 27的修订 – 单独财务报表中的权益法 

对IAS 1 的修订 – 披露项目 

年度改进 2012 – 2014周期中发布的对IFRS 5、IFRS 7、IAS 19和IAS 34的修订 

对IAS 16和IAS 38的修订 – 澄清折旧和摊销的可接受方法 

对IFRS 11的修订 – 核算共同经营中权益的购买 

对IAS 16和IAS 41的修订 – 生产性植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4 号——监管递延账户》（IFRS 14）1 
IFRS 14 仅适用于按照其原公认会计原则确认监管递延账户余额的IFRS首次采用者，并
允许此类主体继续针对费率管制活动应用其原公认会计原则会计处理方法（存在有限的变
更），尽管须单独列报因该会计处理方法所产生的余额及收益和费用项目。 
 
IFRS 14 旨在作为在 IASB 完成针对费率管制活动的更全面的项目之前采用的临时解决方
案。 
 
 
 
 
 
 
 
 
 
1. 欧盟决定不认可在欧盟使用该准则，因为只有很少欧洲公司属于该准则的范围。据此，须应用经欧盟认可的

IFRS 的主体在过渡至 IFRS 时将无法运用保留原公认会计原则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权。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IFRS 10）、《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
（IFRS 12）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IAS 28）的修订 –  投资主体：应用合并   

http://www.iasplus.com/en/tag-types/global/newsletters/ifrs-in-focu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4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nvestment-entities-1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27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1-amendment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aip-2012-2014-cycle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depreciation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1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41-ia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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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有关修订澄清： 

• 无需按照 IFRS 10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及无需按照 IAS 28 采用权益法）的豁免适用
于以下子公司：其最终或中间母公司属于投资主体，并且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损益的方式来计量子公司。 

• IFRS 10 第 32 段规定的投资主体须合并向其提供投资相关服务的子公司的要求，不
适用于其本身属于投资主体的子公司。 

• 在采用权益法核算为投资主体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时，非投资主体投资者在计算其
享有的损益份额时，可保留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运用的公允价值计量。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7 号》（IAS 27）的修订 – 单独财务报表中的权益法 
对 IAS 27 的修订允许主体在其单独财务报表中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在联营
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IAS 28）的规定采用权益法来核算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
联营企业中的投资。之前按成本或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或者
对于尚未采用 IFRS 9 的主体，《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进行核算的选择
权仍可保留，并且必须针对相同类别下的所有投资应用相同的方法。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修订 – 主动性披露项目 
对 IAS 1 的修订对若干领域作出澄清： 

• 重要性和汇总 – 主体不应通过汇总或分解信息令有用的信息变得模糊，并且重要性考
虑适用于主要财务报表、附注及其他 IFRS 规定的特定披露要求。 

• 财务状况表和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 IAS 1 规定的单列项目可予以分解或汇总，如
果与理解主体的财务状况或业绩相关。同时就财务报表中小计项目的使用提供了指
引。 

• 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 – 主体享有的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中的份额应
当如同其自身的其他综合收益一样，划分为将会或不会后续重分类至损益的两类项
目。 

• 财务报表附注 – 主体可灵活地设计合适的附注结构。 

年度改进：2012 – 2014 周期中发布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5 号》（IFRS 5）、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IFRS 7）、《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IAS 19）和
《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IAS 34）的修订 
年度改进 2012-2014 周期引入的修订包括：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5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 处置方法的变
更：澄清将资产或处置组直接从持有待售重分类为持有待向所有者分配、或相反情
况，应视为原处置计划的延续，并且针对出售计划（或向所有者分配的计划）的变更
的会计处理要求并不适用。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 服务合同及 IFRS 7 的修订对简
明中期财务报表的适用性：就确定为已转让的金融资产提供服务是否构成 IFRS 7 的
披露要求所规定的“继续涉入”提供了额外指引，及关于抵销的披露并非理所当然地
必须纳入简明中期财务报表。 

•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 折现率：区域市场事项：澄清用于确定设定
受益义务折现率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组合、以及此类债券的市场深度应在货币层面（而
非国家层面）进行评估。 

• 《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中期财务报告》– 在“中期报告的其他位置”披露的信
息：澄清在其他位置提供的信息必须加以交叉索引、并且以与中期财务报表相同的条
件及在相同时间向使用者提供，才能被视为中期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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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6 号》（IAS 16）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IAS 38）的
修订 – 澄清折旧和摊销的可接受方法 
有关修订禁止针对不动产、厂场和设备运用基于收入的折旧方法，并且引入了一个可推翻
的假设：该方法不适合用于计算无形资产的摊销。仅在无形资产是以收入的计量来表示或
者收入与无形资产的消耗存在高度关联的情况下，才能够推翻这一假设。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IFRS 11）的修订 – 核算共同经营中权益的购买 
有关修订澄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规定的企业合并
会计处理原则应用于其活动构成一项业务的共同经营中权益的购买。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6 号》（IAS 16）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41 号》（IAS 41）的
修订 – 生产性植物 
有关修订将“生产性植物”定义为符合下列条件的活体植物：（1）用于生产或供应农产
品；（2）预计生产期多于一个期间；以及（3）作为农产品出售的可能性极低（偶尔作为
废料出售的情况除外）。 
 
有关修订将此类植物纳入 IAS 16 的适用范围，并且应按折旧成本或通过其他综合收益进
行重估计量。 
 
然而，在生产性植物上生长的农产品仍属于 IAS 41 的范围，并且应按公允价值减去出售
费用后的余额计量，而公允价值的变动则计入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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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 

除开展制定 IFRS 正式解释公告及建议 IASB 对准则作出修订等活动之外，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解释委员会还定期公布其决定不添加至议程的事项汇总，并随同发布对所提交的会计
事项的讨论。 

尽管议程决定所包含的评论并未正式构成IFRS的一部分，但这是在选择适合的会计政策时
应审慎考虑的指引的重要来源。在许多司法管辖区，监管机构均预期应对此类议程决定加
以考虑，例如，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曾公开表示对此的预期。 

在 2016 年，委员会发布了下列议程决定： 

  

 

1 月《IFRIC最新资讯》 

IFRS 5 — 减值损失可分摊至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的
程度？ 

IFRS 5 — 持续经营与终止经营之间集团内部往来交易
如何列报 

IFRS 5 — 其他各类与 IFRS 5 相关的事项 

IFRS 9 — 涉及套期的过渡性事项 

IFRS 11 — 之前持有的权益的重新计量 

IAS 12 — 针对汇率变动的影响确认递延所得税 

IAS 39 — 负利率环境下将嵌入的下限从浮动利率主合
同中分拆 

3 月《IFRIC最新资讯》 

IFRS 9 — 确定净投资套期的套期有效性 

IAS 16 和 IAS 38 — 资产购买的可变付款额 

IAS 32 — 发行人财务报表中预付卡负债的分类 

IAS 32 — 抵销和现金池安排 

5 月《IFRIC最新资讯》 

IFRS 9 和 IAS 39 — 终止确认修改后的金融资产 

IAS 20 — 核算可偿还的现金收款 

IAS 36 — 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和账面金额 

7 月《IFRIC最新资讯》 
IFRS 11 和 IFRS 10 — 丧失控制权的交易的核算 

IFRIC 12 — 服务特许权协议中经营方向授予方的付款 

9 月《IFRIC最新资讯》 IFRIC 12 — 附带租赁的基础设施的服务特许权协议 

11 月《IFRIC最新资讯》 

IAS 12 —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预期收回方式 

IAS 32 — 以可变数量的母公司股份清偿针对非控制性
权益的签出看跌期权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2015/11/2011_211.pdf
http://media.ifrs.org/2016/IFRIC/January/IFRIC-Update-January-2016.html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FRIC/March/IFRIC-Update-March-2016.html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FRIC/May/May-IFRIC-2016.html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FRIC/July/IFRIC-Update-July-2016.html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FRIC/September/IFRIC-Update-September-2016.html
https://s3.amazonaws.com/ifrswebcontent/2016/IFRIC/November/IFRIC-Update-November-2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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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提前采用的新的及经修订
的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第 30 段规定，
主体应当考虑及披露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的潜在影响。如上所述，
此类披露（特别是与 IFRS 15 相关的披露）的充分性是目前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领域。 

下表所列的内容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截止日。同时应当考虑及披露应用 IASB 于该
日后但在财务报表报出之前发布的任何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的潜在影响。 

应始终考虑任何当地的认可或其他法律法规程序对主体能否提前采用 IFRS 的影响。 

  

 
 
IFRS 生效日期 

新准则：  

IFRS 9 – 金融工具 2018 年 1 月 1 日* 

IFRS 15 –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2018 年 1 月 1 日 

IFRS 16 – 租赁 2019 年 1 月 1 日 

经修订的准则：  

对IFRS 10和IAS 28的修订 – 投资者与其联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之间资产的出售或投入 

IASB 于 2015 年 12 月决定无限期推迟此修订
的生效日期。 

对IAS 12的修订 – 针对未实现亏损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2017 年 1 月 1 日 

对IAS 7 的修订 – 主动性披露项目 2017 年 1 月 1 日 
对IFRS 15的澄清 –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
收入 

2018 年 1 月 1 日 

对IFRS 2 的修订 –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的
分类和计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对IFRS 4 的修订 –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保险合同》时一并应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2018 年 1 月 1 日 

 
* 对于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开始的期间，如果首次应用的相关日期是在 2015 年 2 月

1 日前，则可采用 IFRS 9 较早前的版本。   

 

于 2016 年 4 月发布的对IFRS 15 的澄清阐述了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联合收入确认过渡资源小组（TRG）的讨论所强调的一系列事项。请点击这里
查阅TRG讨论的详情。 

IASB设立了另一个类似的小组——IFRS金融工具减值过渡资源小组（ITG），以探讨
IFRS 9 基于预期损失的减值模型所产生的事项。请点击这里查阅ITG讨论的详情。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frs-9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5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frs-16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as-12-amendment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as-12-amendment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as-7-amendment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frs-15-clarification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frs-15-clar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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