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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IFRS 聚焦》特刊阐述了因监管机构的关注重点、当前经济环境
或会计准则变更而可能与截止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后日期的
年度相关的财务报告事项。 

IFRS 16 – 租赁 
对大多数主体而言，本年度最重大的财务报告变更是《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的采用。IFRS 16 要求承租人
在资产负债表内列报此前属于经营租赁的大部分租赁。 

我们的刊物《租赁 – IFRS 16 指引》（英文版  | 中文版）仍可作
为了解 IFRS 16 主要规定的相关信息来源。该指引中的信息应结合
DART（可通过注册后查阅）中有关 IFRS 16 应用的额外指南一并
予以考虑。 

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编制人的 2019 年财务报表范例阐
述了如何运用全面追溯调整法首次采用 IFRS 16。财务报表范例的
附录阐述了运用累计追补过渡法首次采用 IFRS 16 时须作出的变
更。 

过渡 
相关披露应提供主体特定的信息以协助投资者了解过渡至 IFRS 16
时报告的金额与调整。 

所披露的信息应包括对新会计政策的有用说明。会计政策的描述不应
简单地重复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而是应当说明如何针对主体的特定
事实和情况应用这些要求，并且应包括关于在应用 IFRS 16 的要求
时所作的关键判断和假设的信息。 

所运用的过渡方法（追溯调整法或累计追补过渡法）将决定主体所需
提供的关于首次采用 IFRS 16 的披露。特别是，运用累计追补过渡
法的承租人必须披露：  

• 于首次采用日在财务状况表中确认租赁负债时所采用的承租人加
权平均增量借款利率；

• 对下列两者之间差额的解释：

- 在截至首次采用日前的年度报告期末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租赁》(IAS 17)披露的经营租赁承诺，使用首次
采用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后的金额；以及

- 于首次采用日在财务状况表中确认的租赁负债的金额。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guides/ifrs-16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DAF_161104.pdf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obj/107fefc1-30af-11e8-9cec-553af030a5c9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9/mfs-2019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9/ifrs-16-appendix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9/ifrs-16-appendix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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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同时必须披露其是否运用了过渡时累计追补过渡法所允许的一项或多项特定的实务
变通。 
 
IFRS 16 的应用将对承租人的现金流量表构成重大影响，因为租赁负债本金的付款额将作
为筹资活动的一部分列报，取决于承租人的会计政策（如果涉及的金额属于重大，则应予
以披露），与租赁利息相关的现金流量将作为经营活动或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列报。未导致
确认使用权资产的付款额（例如，针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付款额，或未纳入租
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作为经营活动列报。 
 
IFRS 16 的应用对许多主体可能构成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会影响多个关键业绩指标
(KPI)。例如，预期息税前利润(EBIT)及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会有所上升。净
债务和自由现金流量 KPI 也可能受到重大影响。主体应当说明过渡调整如何影响 KPI。类
似地，如果主体因新会计要求而变更 KPI 的构成，应通过披露对此进行沟通。 
 
租赁期 
对许多承租人和出租人而言，租赁期的确定可能属于重大判断，因为需要评估租赁的可执
行期间以及能否合理确定会行使续租选择权（或不会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属于上述情
况的主体需要就确定租赁期时所作的判断提供充分披露，并且应遵循《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IAS 1)第 122 段和第 125 段的要求。 
 
在应用 IFRS 16 时租赁期的确定被证明颇具挑战性，尤其是对可执行期间的评估。2019
年 11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决定就考虑如何将 IFRS 16 中与租赁期相关的要
求应用于可续租及可撤销的租赁合同（分别指在初始租赁期结束后除非任何一方提出终止
否则将无限期续租的合同，以及直至任何一方作出终止租赁通知前无限期延续的合同）最
终确定一项议程决定。作为上述事项分析的一部分，委员会考虑了应当如何应用 IFRS 
16:B34 的要求，该要求规定当承租人和出租人双方均有权在未经另一方许可且罚款金额
不重大的情况下终止租赁时，租赁将不再可强制执行）。 
 
委员会认为，在应用 IFRS 16:B34 及确定上述的租赁可执行期间时，主体应考虑： 

• 合同涉及的更广泛经济因素，而非仅仅考虑合同终止付款额。例如，如果任一方存在
因终止租赁将产生并非不重大的罚款而不终止租赁的经济动因，则合同的可执行期间
将超过合同可被终止的日期；及 

• 是否各方均有权在未得到另一方允许且不发生并非不重大的罚款的情况下终止租赁。
在应用 IFRS 16:B34 时，仅当双方均具有上述权利时租赁才不再可执行。据此，如
果只有一方有权在未得到另一方允许且不发生并非不重大的罚款的情况下终止租赁，
则合同的可执行期间超过合同可被该方终止的日期。 

如果主体认为合同的可执行期间超过可撤销租赁的通知期（或可续租租赁的初始租赁
期），那么将应用 IFRS 16:19 和 IFRS 16:B37-B40 评估承租人能否合理确定不会行
使终止租赁的选择权。 

承租人预期将在合同可被终止的日期之后使用的不可移除的租赁改良的存在，则可能表明
承租人在终止租赁时会发生并非不重大的罚款。这可能表明合同至少在该租赁改良的预期
使用期间内是可执行的。 

在编撰本刊时，《IFRIC 最新资讯》尚未发布上述议程决定，因此议程决定的终稿仍待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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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 
折现率的确定也可能是一项重大判断。IFRS 16 要求承租人按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来计量租
赁负债，并使用租赁的内含利率进行折现（如果该利率能够易于确定）。 
 
一般而言，仅当出租人用于计算利率的所有重大输入值均容易确定时（即，承租人能够容
易地确定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期结束时预期从相关资产中获得的金额、以
及出租人的初始直接成本，如果上述各项均对利率构成重大影响），租赁的内含利率才被
视为易于确定。 
 
情况往往是租赁的内含利率无法容易地确定。如是，承租人应使用其增量借款利率对租赁
付款额进行折现。这要求承租人考虑租赁的条款和条件以确定特定租赁的增量借款利率，
并且所确定的利率应反映借入符合下列条件的资金须支付的利率： 

• 为取得与租赁形成的使用权资产具有类似价值的资产所需的金额； 

• 期限与租赁期类似； 

• 与租赁的担保品（抵押）类似的担保品；及 

• 处于与该租赁相似的经济环境。 

2019 年 9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关于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定义的议程
决定，指出在运用判断确定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时，应当与理事会制定承租人增量借款
利率的定义时的目标相一致，以便为承租人提供具有与租赁类似偿还模式的贷款的易于观
察利率作为参照的起点（即，对于大多数租赁而言，本金通过定期付款予以偿还，而非通
过到期时一次付款来偿还）。 

如果增量借款利率的确定属于一项重大会计判断，则说明如何确定该利率（包括相应的期
限是否为租赁负债到期日或者是否符合其偿还模式）可能是相关的。 

列报和披露 
承租人需要在持续的基础上提供主体特定的披露（定量和定性），以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
够评估租赁对主体财务状况、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这包括关于应用 IFRS 16 时所做的选择的信息，特别是针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的会计处理。如果选择上述任一会计处理，承租人将需要提供与租赁相关费用的特定信
息。 

主体应当披露在应用 IFRS 16 的要求时所作的重大判断和假设。除确定租赁期和折现率
之外，在特定情况下确定一项安排是否属于租赁或是否包含租赁也可能是一项重大判断。 

减值 
在 IFRS 16 的首次采用日，运用累计追补过渡法的承租人可使用其先前作出的经营租赁
是否为亏损性的评估，作为评估使用权资产是否已发生减值的基础。然而，在首次采用日
后，应当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的通常要求。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september-2019/#7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september-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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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不产生独立现金流入的使用权资产（例如，转租）将作为现金产出单元的一部
分执行减值测试。因此，在对包含使用权资产的现金产出单元执行减值测试时，主体需要
调整可收回金额的计算。在典型情况下，应从现金产出单元中剔除租赁负债。同时也在使
用价值的计算中排除与租赁负债相关的现金流出。然而，使用价值的计算必须包括未与指
数或利率挂钩的可变租赁付款额、指数或利率未来变动的影响、以及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
产租赁（如果运用特定的实务变通方法），因为上述各项未包括在租赁负债中。类似地，
如果现金产出单元包含使用寿命长于租赁期的关键资产，则需要将置换使用权资产的现金
流量（例如，取决于主体打算采取的行动，超出租赁期之外的期间预计定期租赁付款额或
拟购买的替换资产的成本）纳入现金流量预测。需要对用于确定可收回金额的折现率作出
调整，以确保其与所测试的相应的现金流量和现金产出单元一致。 
 
如果主体在执行减值测试时作出重大判断，或者如果减值计算包括的假设和估计具有将导
致下一财务年度对使用权资产（或包含使用权资产的现金产出单元）账面金额作出重大调
整的重大风险，主体必须根据 IAS 1:122 和 IAS 1:125 作出相应披露。 
 
近期实施的会计准则 
各主体在 2018 年采用了两项重大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IFRS 9)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尽管主体提供
的信息可能足以令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采用新准则的影响，但监管机构认为所提供的披露
存在显著提升和改善空间。下文强调了监管机构的一些主要的发现。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 
会计政策 
主体应确保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已就 IFRS 15 引入的新术语作出了更新，并且已删除任
何提及已被取代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不应仅仅复述准则的内容。例如，在解释收入确认的五步骤模型时，
主体应根据其特定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说明。应当考虑下列要点： 

• 应清晰地描述履约义务，包括主体已承诺转让的商品和服务的具体性质； 

• 会计政策的披露应当与就经营分部提供的信息以及在财务报表之外提供的关于主体业
务模式的信息相关联； 

• 会计政策应当清晰说明确认收入的时点（即，控制转移给客户的时间），以及对于所
述的履约义务，收入是在某一时点还是在一段时间内确认。如果收入是在一段时间内
确认，会计政策应当说明是使用投入法还是产出法来计量主体履约义务的履约进度，
包括所采用的方法为何能够如实反映商品或服务的转让。 

• 应当描述重大付款条款（如，可变对价或重大融资成分）并说明其对会计处理的影
响。 

重大判断和估计 
IAS 1 规定，如果主体针对 IFRS 15 的要求所作的具体判断对收入确认的金额和时间构
成重大影响，则应披露此类判断。其中一个例子是收入交易涉及第三方向客户提供商品或 

  

服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必须确定向客户作出的承诺的性质是其本身提供相关商
品或服务（即，主体是交易的当事人）还是安排第三方直接向客户提供相关商品或服务
（即，主体是交易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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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洞察》刊物（英文版  | 中文版）阐述了有关评价主体是当事人还是代理人的更多
详情。 

  

 
收入的分解 
已确认的客户合同收入应按不同类别进行分解，这些类别应反映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收入及
现金流量的性质、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所作的分解应当与主体的活动和环境及 IFRS 
15 的目标保持一致。可能适当的类别示例包括： 

• 商品或服务的类型（例如，主要的产品线） 

• 地域（例如，国家或地区） 

• 市场或客户类型（例如，政府客户及非政府客户） 

• 商品或服务转让的时间（例如，在某一时点转让给客户的商品或服务的收入，及在一
段时间内转让的商品或服务的收入） 

为提升披露质量，主体可考虑采用对每个报告分部的收入进行分解的矩阵形式来列报相关
信息，从而令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清晰了解根据 IFRS 15 披露的信息与根据《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 8 号——经营分部》(IFRS 8)披露的（可能被确定为应用非 IFRS 15 原则
的）信息之间的关系。 

合同余额 
IFRS 15 要求主体应当披露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应收款、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的期初
余额与期末余额（若未单独列报或披露）。主体还应当披露在报告期内确认的包括在期初
合同负债余额中的收入，以及在报告期内确认的源自前期已履行（或部分履行）的履约义
务的收入。 
 
如果确定源自前期履约义务的收入涉及重大判断，必须同时对此进行披露。 
 
作为与合同余额相关的会计政策的一部分，描述合同资产与应收账款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助
于说明与每项余额相关的不同风险。此外，主体应当说明收入确认的时间如何影响合同余
额。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分类和计量 
如同 IFRS 15 一样，主体应当审慎复核有关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IFRS 9 引入的新分类
和计量类别导致产生新的术语。因此，会计政策应当充分描述新的分类类别，尤其应避免
使用任何已被取代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中的
表述，如“持有至到期”的工具或“贷款和应收款项”。 
 
会计政策应当清晰、简明扼要及具有相关性。说明业务模式和“仅为本金和利息支付”测
试的会计政策应避免使用摘自准则的样板语言。而是，会计政策应当针对主体并仅仅与主
体持有的工具相关。 

  

 
同时应考虑下列关键要点：  

• 应在财务报表中说明主体与金融工具相关的业务模式。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principal-versus-age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A%20Closer%20Look%20-%20Principal%20Versus%20Agent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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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体将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从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
确认自身信用风险变动，会计政策应当说明对归属于自身信用风险变动的利得或损失
的具体处理。 

• 类似地，主体应当说明相关工具如何符合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标准。 

减值（对于非金融机构主体） 
IFRS 9 引入了基于预期信用损失(ECL)的新减值模型。应当考虑下列要点： 

• 新减值模型适用于 IFRS 9 适用范围之外的特定资产，尤其是根据 IFRS 15 确认的合
同资产和根据 IFRS 16 确认的租赁应收款。 

• 往往容易遗漏对公司间往来贷款运用减值模型，因为此类贷款会在集团财务报表中被
抵销，但对于主体的单独财务报表而言这些贷款则可能是重大的。 

• 如果在报告日金融工具被确定为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主体可假设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从而按照相当于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
损失准备。主体需要阐明是否采用该实务简便方法及其使用的范围。 

• 主体应提供按信用风险等级披露的金融资产的账面总额以及信用风险敞口的分析。对
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如果采用简化的减值方法，则可能是基于准备
矩阵或逾期天数。上述分析应当予以披露。 

• 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可能是估计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如果属于这种情况，主体必须
披露关键假设以及表明预期信用损失如何随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敏感性分
析。 

德勤《洞察》刊物（英文版  | 中文版）阐述了针对金融资产减值的新会计要求，并提出
了有助于应用准备矩阵法的实用建议。 

另一份德勤《洞察》刊物（英文版  | 中文版）阐述了更详细的有关不具有既定合同期限
的公司间内部贷款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方法。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provision-matrix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FINAL147785%20IFRS%209%20Provision%20Matrix%20v3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intercompany-loan-asse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DAF_1906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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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项目买卖合同的结算 
2019 年 3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一项议程决定，探讨主体如何针对按
未来固定价格结算的特定非金融项目买卖合同应用 IFRS 9。此类合同未在套期关系中被
指定且不符合自用的范围豁免。因此在应用 IFRS 9 时，此类合同将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衍生工具核算。 
 
在结算日，主体将交付或接收非金融项目。取决于合同是购买还是出售合同，主体将在该
日确认一项存货或收入，并按已支付或已收取的现金加上衍生工具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即，结算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委员会认为，IFRS 9 的要求既不允许亦未要求编制额外的会计分录以转回此前针对该衍
生工具在损益中确认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并确认对收入或存货的相应调整。该议程决定进一
步说明了 IAS 1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中适用于
衍生工具利得和损失的列报和披露要求。委员会认为，就这些要求而言，鉴于上述的具体
事实，结算并未导致衍生工具产生任何利得或损失。 
 
关于主体融资活动的信息 
供应商融资安排 
供应商融资安排（亦称为“反向保理”) 通常旨在为购买方和供应商提供流动性方面的利
益。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由于采取鼓励尽快向供应商付款的公共政策举措，供应商融资安
排已成为常见实务。 

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条款可能各不相同，但通常涉及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按照发票条款或在发
票条款规定的期限之前向供应商付款，而购买方则在较迟日期（可能在发票条款规定的期
限之后或按照发票条款规定的期限）向该金融机构偿还该笔款项。 

上述安排导致产生涉及下列各项的重要财务报告问题： 

• 将负债分类为应付账款（由于初始义务产生自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还是借款（由于最
终付款是支付给金融机构并且可能显著延迟）。 

• 当负债分类为借款时付款和收款在现金流量表内的列报（是否应根据交易的形式仅在
最终支付给金融机构时列报产生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还是应以“总额”列报该项交
易，列报向供应商进行支付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同时估算来自金融机构的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应当基于安排涉及的具体事实和情况审慎考虑上述事项，不同的安排可能会存在显著差
异。至关重要的是应提供关于下列各项的充分及明确的披露： 

• 重大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性质和条款。 

• 列报重大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方法以及（根据 IAS 1:122）在应用该政策时所作的判断。  

• 相关负债的账面金额及列报该负债的单列项目。 

• 供应商融资交易如何在主体的现金流量表中反映，包括归类为借款之负债的任何以
“总额”列报的金额。如有任何现金流量作为筹资活动列报，同时不应忽视《国际会
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中关于披露筹资活动负债变动的修订后的要
求。 

• 在利用供应商融资安排作为管理流动性风险的工具的情况下，IFRS 7:39(c)所规定的
披露。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march-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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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同时应考虑其参与此类安排的影响，包括核算和披露方面。类似于“传统的”保理
安排，这包括考虑相关安排是否“具有追索权”或“无追索权”，进而考虑应收客户的款
项是否已被消除且现时是否存在一项对金融机构的单独负债。 
 
披露源自筹资活动的负债变动 

2017年生效的对IAS 7的修订要求披露源自筹资活动的负债变动（有时被称为“总债务调
节”）。于2019年9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一项议程决定，提醒主体关注
披露目标并明确仅披露调节表可能并不足够。 

应注意的是，IAS 7所建议的调节并不同于某些司法管辖区过往一直要求列报的净债务调
节，因为IAS 7所建议的调节仅应反映源自筹资活动的负债变动，而非净债务余额的变动
（往往包括现金及不产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其他资产）。总而言之，IAS 7要求披露的
调节应当： 

• 不包括任何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余额； 

• 包括产生的现金流量在现金流量表内划归为筹资活动的所有负债（如，借款或租赁负
债，以及构成主体筹资活动的一部分的供应商应付款）； 

• 包括产生的现金流量在现金流量表内划归为筹资活动的所有衍生工具（例如，由于该
衍生工具是针对产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负债的套期工具）； 

• 同时包括源自现金流量的变动及非现金的变动；以及 

• 与现金流量表的调节。 

报告所得税的影响 
所得税的报告仍然是一个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关注的领域。 
 
对于财务报表，《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IAS 12)要求提供的实际税率调节
表是关于主体实际税率的可持续性及影响实际税率之因素的重要信息来源。应当清晰说明
调节项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明确区分重大的一次性或异常项目与预计重复发生的
项目。 
 
所得税是根据IAS 1披露的估计不确定性的常见来源（尤其是关于不确定的纳税状况）。
应当披露将导致下一财务年度作出重要调整的重大风险，包括量化信息（如，敏感性或可
能产生的结果范围）。在后续期间作出重要调整的可能性同时也是有价值的信息，可被纳
入诸如所得税附注等部分。 
 
所得税的影响应适当地反映在任何的替代业绩衡量指标中。例如，关于列报“经调整”或
“基础”利润的政策应涵盖对诸如一次性税款抵减等项目的报告。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2019年7月，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发布一份公开声明，阐明其对未利用的可抵
扣亏损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用IAS 12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要求的期望。 

该公开声明回应了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提出的质疑，尽管其针对未利用的可抵扣亏
损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但类似的考虑事项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的评估。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september-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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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获得未来应税利润的可能性时，该公开声明提醒发行人： 

• IAS 12 并未就确定能否获得应税利润的“前瞻”期间长度设定具体的时间限制。 

• 所使用的期间长度将取决于若干主体特定的因素，包括主体过往的盈利能力、预算监
控的准确性、以及预期的未来活动。 

• 如果确定能否获得足够应税收益所使用的计划期间超过了主体的正常计划周期，应当
审慎处理。 

• 尽管可靠性缩短了预测所涵盖的未来时段，但主体仅基于估计的主观性质而限制用于
估计未来应税利润的年数通常是不合适的，并且有可能基于历史经营成果有足够的可
靠性预测额外年度的应税利润。 

• 在某些情况下，鉴于预期业务将发生重大变化（如，很可能在未来撤出该司法管辖
区），可估计未来应税收益的年数可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时段将受限且
仅当有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有必要作出调整时才应进行更改。 

可通过考虑诸如下列因素来评估主体对未来利润的估计的可靠性： 

• 管理层的业务计划的合理性及其对未来应税利润的影响，包括管理层实施既定计划的
历史和落实计划（既定合同承诺，可获得的融资，或债务契约）的能力； 

• 与相关行业数据（包括行业的短期和长期趋势）的一致性； 

• 基于历史经营成果的财务预测的合理性； 

• 考虑到当前经济状况，财务预测的合理性； 

• 相关假设与前期使用的假设及其他财务报表估计（如，商誉减值分析）所用的预测是
否一致，应注意的是如果主要差异反映出其他财务报表估计的目标和要求的差异，则
这些主要差异可能是合理且符合预期的； 

• 税务规划策略和机遇的说服力，包括与所沟通的业务策略的一致性；以及 

• 主体历史经营成果的波动性（或缺乏波动性）。 

 
所得税不确定性的会计处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将是主体必须首次采用IAS 12的解释公告《国际财务报
告解释公告第23号——所得税处理的不确定性》(IFRIC 23)来核算不确定的纳税状况的
年度。IFRIC 23阐述了在所得税处理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会计纳税状况，其
得出的结论与之前生效的会计处理相一致。 

概括而言，IFRIC 23的结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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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须运用判断来识别在评估所得税是否很可能支付或收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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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作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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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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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IFRS 聚焦》刊物阐述了有关 IFRIC 23 要求的更多详情。   

 
不确定的所得税负债和资产的列报 
2019年9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一项议程决定，澄清主体是否必须将不确
定的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作为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列报，或是可将该等负
债（或资产）纳入另一单列项目（如，准备）。 

委员会认为，通过应用IFRIC 23确认的不确定的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属于IAS 12所定
义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或IAS 12所定义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 

由于IAS 12和IFRIC 23均未包含有关不确定的所得税负债或资产的列报要求，因此适用
IAS 1的列报要求。IAS 12所定义的当期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是IAS 1规定的至少应
包括的单列项目，且IAS 1指出这些至少应包括的单列项目在性质或功能上存在显著差
异，因而有必要在财务状况表中单独列报。 

据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通过应用 IAS 1，主体必须将不确定的所得税负债作为当期所
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列报，且不确定的所得税资产须作为当期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
得税资产列报。 

  

 
减值复核 
许多司法管辖区内颇具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以及备受关注的公司倒闭事件继续令减值复核成
为关注重点。此外，减值复核仍是经常受到监管机构质疑的领域。IFRS 16的首次采用
（参见上文）增加了须遵循IAS 36的减值要求的资产数量。 
 
在应用IAS 36时，重要的是应审慎考虑纳入使用价值计算的所有输入值（现金流量预测
以及所适用的折现率）。同样重要的是，在出于商誉减值测试目的识别现金产出单元以及
汇总这些现金产出单元时需要保持审慎。应针对每一个现金产出单元（或一组现金产生单
元）应用适当的折现率，而不应在整个主体中简单地应用相同的折现率。 
 
对于披露，预期主体应当： 

• 不仅披露增长率和折现率，还应当披露其他关键假设，如用于估计可回收金额的收入
增长率、利润率和经营成本； 

• 识别特定于个别现金产出单元的假设（如重大），而非仅披露涵盖多个现金产出单元
的假设的平均值或区间范围； 

• 清晰说明关键假设合理可能发生的变动（单独或汇总而言）是否会导致减值； 

• 说明增长率适用的期间、使用特定增长率的原因、以及增长率或折现率的任何重大变
动；以及 

• 说明净资产超过其市值的母公司如何考虑其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减值。 

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对主体业务模式的影响 
处于不同地域和行业的许多企业均面临需要调整业务模式以应对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ESG)关注事项以及各类政治和经济事件（如，英国脱欧或国际贸易纷争）的压力。可能
受上述事项影响的主体应提供充分的信息，以协助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主体的财务状况和
业绩可能会受到何种影响。这可能要求主体提供影响的敏感性分析，以反映上述因素如何
影响估计依据业务模式作出的假设（例如，确定现金产出单元的使用价值）。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ifric-23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september-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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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相关因素对减值复核中确定使用价值的影响 
气候相关因素可能导致管理层的现金流量预测（基于代表管理层对经济状况的最佳估计的
合理且有依据的假设）或与实现这些现金流量相关的风险水平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
气候相关因素构成使用价值的评估的一部分。 
 
例如，主体对于使用价值的计算应考虑以下各项： 

• 如果管理层的最佳估计为气候变化相关的事件将影响预测或预算涵盖期间之外的现金
流量，通过简单地使用预期的总体经济增长率来对预算或预测的现金流量进行外推而
将其排除在使用价值计算之外的做法并不恰当。取而代之的是，应对 IAS 36:33(c)规
定的对预算或预测现金流量的外推作出修正，以纳入反映气候变化（或任何其他预期
将影响经济环境的较长期因素）的影响的预计时间、概况和严重程度的曲线。或者，
如果纳入气候变化（或其他较长期因素）的单一永久增长率能够得出对资产（或现金
产出单元）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预期影响的合理近似值，则可应用该增长率。如 IAS 
36:36 所述，所应用的增长率可以是负数。 

• 根据 IAS 36:33(a)，使用价值的计算应当反映管理层预期从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中
获得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最佳估计。由于消费者行为变更（例如，对造成环境影响的产
品需求下降）并不取决于主体的任何重组或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本身的变化（IAS 
36:44），因此应当包括管理层对预期导致未来销售量或价格发生（正面或负面）变
化的任何预计的消费者行为变化的最佳估计。同样的方法应当应用于主体供应商或商
务客户行为的预期变化（主体的供应商或商务客户本身可能会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
作出回应，从而导致主体成本基础的变动）。 

• 在确定预期的政府行动（如，对温室气体排放征收费用）何时会影响现金流量预测时
必须运用判断。然而，与根据IAS 12或《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21号——征收费
用》(IFRIC 21)确认一项新负债不同的是，无需等到变更实施后才将其纳入支持现有
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账面金额的未来现金流量估计。如果管理层的最佳估计为尽管政
府立法或监管行动的确切性质或形式尚不确定，但主体的现金流量仍会受到影响，则
基于IAS 36:33(a)所述的合理且有依据的假设，应将现金流量的预期变动纳入使用价
值的计算之中。 

• 如果气候相关因素（或任何其他较长期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在使用价值的计算中发
挥重要作用，应根据 IAS 36:134(d)披露所采用的关键假设，并描述管理层确定分摊
至每一关键假设的价值的方法。相关时，此项披露不仅应解释关键假设，而且应当说
明其对主体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影响。 

  

 
英国脱欧与 2019 年年报 
监管机构继续强调披露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可能产生的影响的重要性。应当假定在英国拥有
重要业务经营的主体截至2019年12月的年报应当包括关于英国脱欧对主体经营成果和未
来前景的潜在影响的评论。 
 
鼓励主体提供的披露区分其业务模式和经营面临的特定和直接挑战、与在报告日可能因英
国的立场而产生的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如果存在特定威胁（如，进出口税变化或其供
应链延迟可能产生的影响），则应明确识别该等威胁，并且年报应说明为管理此类潜在影
响所计划或已采取的任何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在财务状况表中确认或重新
计量某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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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主体编制报告时英国脱欧仍可能存在的广泛不确定性，主体必须披露充分信息以协
助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资产和负债对管理层假设变动的敏感程度。预期许多主体在对其现
金流量预测执行敏感性分析时均希望考虑更广泛的一系列合理可能的潜在结果，并应对此
作出披露和说明。尽管并非所有主体均必须提供广泛披露，但如果敏感性分析或情景测试
表明存在重大事项，则应在年报和报表的适当部分（如，减值披露）中反映相关的信息和
说明。 
 
部分主体可能同时需要考虑英国脱欧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 

英国脱欧（目前最后期限设定为2020年1月31日）的最终条款的重大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
以及不断变化的英国政治格局，意味着应在年末报告计划中纳入综合全面的资产负债表后
事项复核，以识别调整事项以及非调整事项，并提供《国际会计准则第10号——报告期后
事项》(IAS 10)所要求的必要披露。 

  

 

英国脱欧与企业所得税 
如同英国脱欧，更广泛而言，英国脱离欧盟对在欧洲经营的英国主体（以及在英国经营的
欧洲主体）所适用的税务体系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朗。所得税事项应适当纳入主体关于英国
脱欧所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披露，并更新至年报批准报出日。  

然而应注意的是，遵循 IAS 12 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是基于在报告日实质上已执行的税法。
如德勤《IFRS 聚焦》所述，触发《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本身并未构成对现行税法任何
变更的实质性执行。 

  

 
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GAAP)”或替代业绩衡量指标 
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数据（有时称为“替代业绩衡量指标(APM)”）已成为全球范围
内许多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采用诸如 IFRS 16 等重大的新准则
可能会导致主体界定新的替代业绩衡量指标和/或变更现有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计算基
础。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则应披露所采用的替代业绩衡量指标发生变更的程度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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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了被视为最佳实务的做法，并就主体应如何列报此类衡量指标提供了若干实例。该指
引涵盖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 ESMA 发布的规定，但主体应同时考虑其所属的司法
管辖区的任何进一步要求。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uk-exit-eu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other/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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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CO 关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衡量指标的公告   

范围  

• 适用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衡量指标”，即不属于公认会计原则(GAAP)衡量指标
（定义为：按照发行人的财务报告框架确定的包含在诸如新闻稿或年报叙述部分中的
衡量指标）的反映发行人当前、历史或未来的财务业绩、财务状况或现金流量的数值
衡量指标。 

• 财务报表内包含的披露不属于该公告的适用范围。 

• 并非财务衡量指标的经营或统计指标不属于该公告的适用范围。 

  

定义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衡量指标 – 应对此类衡量指标予以定义、说明（包括此指标并非
标准衡量指标的声明）、清晰标示并说明使用此指标的原因（包括说明该等信息为何对投
资者有用）。 

  

无偏见目的 – 不应为了避免列报负面的信息而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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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的显著程度不应高
于最直接等同的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 

  

与可比的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调节 – 应提供与最直接等同的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
清晰和量化的调节。 

  

在各期间一致地列报 

• 应列示比较数据，且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通常应在各年度之间一致地列报。 

• 如果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发生任何变更（或停止使用某项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
标），应提供有关解释并相应地调整比较数据。 

  

经常性项目 – 根据 IOSCO 的经验，重组成本或减值损失能够被合理视为“非经常性项
目”、“偶发性项目”或“异常项目”的情况极为罕见。 

  

相关信息的获取 – 财务报表使用者应当能够易于获得支持非公认会计原则衡量指标的使用
与计算的信息（直接与相关的衡量指标一同公布或交叉索引至可获取信息之处）。 

  

 
因利率基准改革导致的变化 

诸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BOR)等利率基准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与价值数
万亿美元的金融产品挂钩。然而，多个司法管辖区目前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以在2020年
前尽快过渡至替代的无风险利率(RFRs)。该举措旨在获得更可靠的利率并为无需纳入
IBOR内嵌的信用风险溢价的相关产品和交易提供稳健的替代方案。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国际利率基准改革 – 对IFRS 9，IAS 39和IFRS 7的
修订》，以应对因某些现行利率基准的长期可持续性尚不确定而产生的会计事项。 
 
通过发布上述修订，IASB 修改了特定的套期会计要求，以使主体能够在假定被套期的现
金流量和套期工具的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利率基准不会因利率基准改革而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运用套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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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修订影响下列领域： 

• 针对现金流量套期的“极可能发生”的要求（IFRS 9和IAS 39） 

• 重分类现金流量套期储备中的金额至损益（IFRS 9和IAS 39） 

• 被套期项目与套期工具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评估（IFRS 9） 

• 前瞻性评估和回溯评估（IAS 39） 

• 将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IFRS 9和IAS 39） 

• 停止应用豁免（IFRS 9和IAS 39） 

• 披露（IFRS 7） 

有关修订适用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允许提前采用。应针对
主体首次采用有关修订的报告期间期初已存在或在此后指定的套期关系、以及主体首次采
用有关修订的报告期间期初已存在的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利得或损失追溯应用有关修订。 

  

 

德勤《IFRS 聚焦》刊物阐述了有关利率基准改革修订的更多详情。   

 
业务定义的变更 
鉴于许多利益相关方对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IFRS 3)时如何诠释和运用业
务的定义存有疑虑，IASB于2018年10月发布了《业务的定义（对IFRS 3的修订）》以
澄清业务的定义。 
 
有关修订对自2020年1月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此类修订
对房地产主体以及制药和采掘行业的影响可能最为显著。 
 
主要变更包括： 

• 澄清为了认定为一项业务，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必须至少包括相结合能够显著促
进产出能力的投入和实质性过程。 

• 引入了额外的指引，以协助确定是否取得了一项实质性过程。新增的示例有助于诠释
被视为业务的情形。 

• 删除了关于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够置换任何缺失的投入或过程并持续生产产出的评估。 

• 缩小了业务和产出的定义的涵盖范围，关注于向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删除了提
及降低成本的能力的内容。 

• 可选的集中度测试允许就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是否并非一项业务执行简化评估 – 
如果所取得的总资产几乎所有的公允价值集中于单项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的可辨认
资产，则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并非一项业务。 

• 提醒在尚不明确一组集合的活动和资产是否为一项业务的情况下需要运用判断。 

  

 

德勤《IFRS聚焦》刊物（英文版 | 中文版）阐述了有关业务定义的修订的更多详情。   

 
 
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披露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9/ibor-amend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definition-of-a-busines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Definition%20of%20a%20Business%20-%20final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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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CO在2019年1月发布的声明中提醒发行人，尽管ESG事项有时被归入非财务事项，
但可能会对主体的业务经营以及投资者的风险与回报产生重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而对
投资者的投资和投票决策至关重要。ESG的影响可能十分广泛，例如： 

• 相关法规可能会影响成本或要求资本支出，或导致资产减值或资产闲置； 

• 不断改变的消费者偏好或竞争对手创新可能导致市场份额发生变化，进而造成收入损
失； 

• 转向采用新的、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求增加资本支出； 

• 在公司治理、绩效或企业文化方面的缺陷可能导致收入损失，或面临诉讼或监管机构
罚款、声誉受损、及丧失公司“社会经营许可证”；以及 

• 生产或供应链中的危机或失败（包括自然灾害）可能导致成本增加及破坏供求关系。 

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要求获得进一步信息以协助其了解ESG事项如何影响主体长远的价值创
造方式、战略性质和财务风险、以及主体拟管理这些风险的方式。 
 
IOSCO注意到各主体之间的披露实务仍然不尽相同，所披露的信息类型以及信息质量在各
市场内及市场之间各不相同，并取决于诸如所使用的披露框架、各司法管辖区制定的披露
要求和重要性的定义、或具体的ESG事项对特定主体的重要性等因素及其他原因。 
 
全球的监管机构对报告气候变化的期望越来越高。如相关，主体应当报告气候变化对其业
务的影响（直接和间接）。在主体的业务模式似乎造成重大气候风险但未在年报中包括任
何关于该影响的披露的情况下，主体受到了监管机构的质疑。同时应当避免过于笼统的披
露，因为这也会受到监管机构质疑。 
 
随着经济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未来的过渡，当前报告实务与投资者期望之间的差距逐渐增
大。监管机构期望同时披露关于公司经营对环境影响的信息以及环境事项如何影响主体发
展、绩效或地位的信息。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特别工作组(TCFD)制定了《气候相关的财务风险披
露建议》，旨在供各公司使用以向投资者、贷款方、保险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关
信息。 
 
 

德勤《IFRS聚焦》（英文版 | 中文版）探讨了TCFD发布的最终报告。 

关于气候变化的德勤《洞察》刊物预计将于近期发布。 

德勤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合作推出气候变化专题网站及视频学习课
程，旨在协助各企业和金融专业人士了解更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讯。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tcfd-final-repor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TCFD%20Final_cn.pdf
https://www.deloitte.co.uk/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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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恶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上升以及当地货币与国际贸易货币之间的汇兑管制是全球许多经济体的
一个特点。该等事项为财务报告带来下述挑战： 

• 确定某经济体是否处于恶性通货膨胀（《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恶性通货膨胀经济
中的财务报告》(IAS 29)所定义的术语，包含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多个特征，包括三年
累计通胀率接近或超过100%），且如是，应对财务报表中的金额采用哪种一般物价
指数。 

• 识别适用的汇率，以折算个别财务报表内的货币性项目，并以母公司的列报货币对境
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重新折算。 

如果通货膨胀或汇率事项引致重大判断或产生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应当提供IAS 1:122 
和IAS 1:125所规定的披露。 
 
基于编撰本文时可获得的数据，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通货膨胀预测及IAS 29所述
的指标，为针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财务报表应用IAS 29及根据《国际会计
准则第21号——汇率变动的影响》(IAS 21)对境外经营进行重新折算，下列经济体应被
视为恶性通货膨胀经济： 

• 阿根廷 

• 南苏丹 

• 苏丹 

•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 委内瑞拉 

• 津巴布韦 

安哥拉在截至2018年12月31日被视为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但在2019年通胀水平有所下
降，因此直至进一步通知前，将不再被视为处于恶性通货膨胀。 
 
下文探讨了目前影响上述列表中两个重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汇率事项。 
 
阿根廷 –新的货币管制法规 
阿根廷经济继续被视为处于恶性通货膨胀。德勤《IFRS聚焦》刊物阐述了有关阿根廷通
货膨胀计量的更多详情。 
 
自上述刊物发布后，阿根廷政府于2019年9月1日发布一项法令，同时对公司和个人实施
货币管制。同一天，阿根廷央行(BCRA)发布一份通知，详细说明了外汇管制程序在实务
中如何运作。旨在应对近期阿根廷比索快速贬值的货币管制法规适用于2019年9月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期间。 
 
根据该项法规，出口商必须申报所取得的外币并将其兑换成阿根廷比索，在某些情况下，
公司和个人均必须获得BCRA授权才能在当地外汇市场(MULC)购买外币或将资金汇至境
外。BCRA将对涉及债券及任何其他工具的交易实施监管以确保未规避货币管制规则。 
 
此外，一项税务改革重新在所得税法例中确立了针对通货膨胀程序的调整。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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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当地及国际范围内现正进行讨论，以评估上述管制措施对各类交易（转让股息、
购买美元等）以及大幅贬值的影响。面临阿根廷经济的重大风险敞口的主体应就近期事件
对主体业务和财务信息的影响提供相关披露。 
 
津巴布韦 – 截至2019年7月1日的通货膨胀会计 
2019年2月，津巴布韦引入实时全额结算(RTGS)美元作为当地货币，并允许其币值随美
元波动。自2019年6月起，当地贸易必须以RTGS美元进行交易。 
 
截至2019年6月，年度通胀率增长至176%（根据津巴布韦国家储备银行公布的通胀
率），从而导致津巴布韦的三年通胀率为18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表明，在
截至2019年12月的三年内，预计津巴布韦的累计通胀率将超过300%。 
 
IAS 29要求功能货币为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体货币的主体财务报表根据IAS 21:42就适用
的一般物价指数变动的影响作出调整，随后要求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的所有金额均按收盘
汇率折算为母公司的列报货币。上述要求同时适用于年度财务报表和根据《国际会计准则
第34号——中期财务报告》(IAS 34)编制的中期报表。 
 
IAS 29同时强调在应用通货膨胀会计时需要确保各主体之间的一致性，IAS 29:4规定
“以同一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货币报告的所有主体，自同一日期开始采用本准则是较好的做
法”，且IAS 29:37规定“较好的做法是，以同一经济货币报告的所有主体都采用同样的
指数”。  
 
对于在津巴布韦拥有重要业务经营并断定功能货币为RTGS的主体，目前的一致意见为应
针对截止于2019年7月1日或以后日期的中期和年度财务报表采用通货膨胀会计。 
 
因此，在2019年12月31日应用上述规定将要求识别适当的物价指数以及（出于重新折算
津巴布韦境外经营的目的）该日的汇率。 
 
在2019年8月无法获得年度官方通胀统计数据，但可获得月度通胀统计数据并用于确定年
度通胀率。 
 
尽管截至本文发布日官方汇率是唯一的法定汇率，但主体同时需要监控津巴布韦政府实施
的外汇管制措施是否会导致出现多个法定汇率，进而要求确定用于计量的适当汇率。 
 
如果适当汇率或通胀率的识别属于重大判断或产生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应当提供IAS 
1:122 和IAS 1:125所规定的披露。 
 
IAS 21 同时要求主体在发生可能导致变化的事件时重新考虑其功能货币。此前确定其功
能货币为美元的津巴布韦主体应当考虑这是否仍然适当，或现时的功能货币是否应为
RTGS。 

  

 
判断和估计的披露 

德勤《IFRS聚焦》刊物阐述了有关重大判断和估计不确定性来源的披露的更多详情。   

 
本刊物强调了主体需要考虑披露重大判断和估计不确定性的必要性。这仍是监管机构的重
点关注领域，因为此类披露被视为对投资者是否能够评估主体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并衡量
其相对于假设变动的敏感性至关重要。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ias-1-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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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需要明确每项披露所传达信息，即： 

• 区分判断与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及 

• 区分IAS 1要求披露的项目和任何自愿提供的额外披露。 

重大判断（IAS 1:122要求提供的披露） 
这是指除在应用主体会计政策过程中所作的估计之外的判断，往往涉及如何界定特定项目
的特征。例如，评估主体在收入交易中是作为代理人还是当事人可能需要运用重大判断，
但一旦作出该项判断之后，收入的计量则是简单直接的。评估主体是否对另一主体具有控
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或丧失对另一主体的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日期）也可
能需要运用重大判断，而一旦确定评估结果后所应用的会计要求是明确的。 
 
IAS 1:122要求，如果有关判断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具有重大影响，则须披露相关信
息以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所作的判断、其为何重大、以及主体如何得出结论。 
 
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IAS 1:125要求提供的披露） 
这是指主要针对特定项目价值的假设或其他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包括涉及估计的判
断）。例如，可能明确存在不确定的纳税状况，但向该风险敞口分配一个数值则可能涉及
重大程度的估计，尤其是存在广泛一系列潜在结果的情况。 
 
IAS 1:125要求，如果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将导致下一财务年度内资产或负债作出重要调
整的重大风险，则须披露不确定性的性质以及受影响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金额，并提供充
分信息以令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就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所作的判断。 
 
IAS 1包括敏感性分析和一系列潜在结果作为说明所作估计的披露示例，并且监管机构明
确预期主体应根据IAS 1:125针对识别为估计不确定性来源的所有项目提供此类披露。 
 
对于严格意义上不属于上述两个类别的项目（如，预期在下一个财务年度不能解决的存续
期较长的估计不确定性来源）的自愿提供的相关披露也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建议明确识别此类自愿提供的额外披露，并说明包括此类披露的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应在每年对已识别的关键判断和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执行复核，并在必要
时更新（例如，应用IFRS 16规定的新租赁会计模型可能导致无需作出此前的某些判断，
但同时会引入新的判断），并且确保其与年报的其他方面保持一致。例如，如果审计委员
会关注某一事项，则（取决于该事项的性质）可能需要将其识别为关键判断或估计不确定
性的来源。 
 
其他主题 
需要考虑的其他项目包括： 

• 欧洲单一电子格式(ESEF) – 须遵循欧盟透明度指令的要求公布其年度财务报告的发
行人，从2020年1月1日起将必须使用ESEF编报包含自2020年1月1日或以后日期开
始的财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年报。新格式旨在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并使得信息更便于
用户使用。 

  

 
 
  



IFRS 聚焦 
 
 
 

19 

• 现金流量表 – 除上文讨论的关于筹资活动负债变动的新要求以及需要明确有关供应商
融资和保理安排的处理之外，现金流量报告通常仍然是重点关注领域。特别是应当审
慎确定正确的现金流量分类。常见缺陷包括应适当地从现金流量表中排除的非现金交
易（如开始一项租赁）。 

• 准备和或有负债 – 准备的确认和计量是涉及固有判断的领域，且清晰披露所涉及的关
键判断至关重要（例如，关于义务产生的时点以及后续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的不确
定性）。 

• 公允价值计量 – 类似地，公允价值的确定，尤其是必须使用不可观察的“第三层次”
输入值的情况会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应当清晰披露所采用的估值技术以及重大的不可
观察输入值和敏感性，以使投资者了解所涉及的估计。 

• 设定受益养老金计划 – 鉴于许多设定受益义务的规模，针对诸如死亡率假设和计划盈
余的可收回性等事项的判断可能至关重要，应明确披露。 

  

 
设定受益义务的负折现率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规定，适用于设定受益义务的折现率应
当参照与义务具有相同币种和期限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来确定（或者如不存在
成熟的公司债券市场，使用政府债券）。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某些货币的债券收益率已变为负值。IAS 19 并未对折现率设定零
“下限”，且如果主体确定在报告日最适当的市场利率为负值，则应针对设定受益义务应
用该利率。 

  

 
附录 
 
对截止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后日期的年度强制生效的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准
则和解释公告 

  

 

IFRS    

新准则   

IFRS 16 租赁（英文版  | 中文版）   

   
经修订的准则   

对 IAS 19 的修订 – 计划修改、缩减或结算（英文版  | 中文版）   

对 IAS 28 的修订 – 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长期权益（英文版  | 中文版）   

年度改进 2015 – 2017 年周期（英文版  | 中文版）中发布的对 IFRS 3、IFRS 11、
IAS 12 和 IAS 23 的修订 

  

对 IFRS 9 的修订 – 具有负补偿的提前偿付特征（英文版  | 中文版）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   

IFRIC 23 所得税处理的不确定性（仅有英文版）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6/ifrs-16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IFRS%2016%20-%20lease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ifrs-in-focus-plan-amendment-curtailment-or-settlement-amendments-to-ias-19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AS%2019%20March%202018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amendments-to-ias-28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AS%2028%20Amendments%20IFRS%20in%20Focus%20Oct%202017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aip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Annual%20Improvements%20March%202018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amendments-to-ifrs-9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9%20amendments%20IFRS%20in%20Focus%20Oct%202017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ifri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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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IFRS 16 提供了识别租赁安排以及租赁在承租人和出租人财务报表中会计处理的综合模
型。本简讯的主体部分探讨了在应用 IFRS 16 过程中产生的事项。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的修订 – 计划修改、缩减或结算 
有关修订澄清，过去服务成本（或结算利得或损失）应通过使用更新后的假设来计量设定
受益负债（资产）及比较计划修改（或者缩减或结算）前后所提供的福利与计划资产而进
行计算的，但不应考虑资产上限的影响（在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状态或适用最低资金要
求时可能会发生）。 
 
有关修订同时要求使用更新后的假设来计量当期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
净利息，以确定在计划变更后剩余报告期间的当期服务成本和净利息。有关修订澄清，对
于计划修改之后的期间，净利息应通过将按照 IAS 19:99 重新计量后的设定受益负债
（资产）净额乘以重新计量时所用的折现率来计算（并同时考虑提存和福利支付款对设定
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影响）。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的修订 – 在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中的长期权益 
有关修订澄清，IFRS 9（包括其减值要求）适用于构成主体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净投资
一部分的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长期权益。  

年度改进 2015 – 2017 年周期中发布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
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
税》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3 号——借款费用》的修订 

• 对 IFRS 3 的修订澄清，当主体获得对属于共同经营的业务的控制时，主体应当应用
对分阶段实现的企业合并的要求，包括以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其先前持有的在共同经营
中的权益。 

• 对 IFRS 11 的修订澄清，对于属于一项业务的共同经营，主体作为参与但对其不具有
共同控制的一方，在获得对该共同经营的共同控制时，无需重新计量其先前持有的在
共同经营中的权益。 

• 对 IAS 12 的修订澄清，主体应根据产生可分配利润之交易的最初确认方式，在损
益、其他综合收益或权益中确认股利的所得税后果。 

• 对 IAS 23 的修订澄清，如有任何专项借款在相关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
态之后仍未清偿，则在计算一般借款的资本化比率时，应将该项借款纳入主体的一般
借款资金。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的修订 – 具有负补偿的提前偿付特征 
有关修订旨在修正“合理的额外补偿”概念所造成的未预期后果。该修订允许具有导致其
持有人因提前终止而取得补偿的提前偿付选择权的金融资产，在满足特定标准的情况下被
视为符合“仅为本金和利息支付”(SPPI)的条件。 
 
此外，有关修订包括基础结论中IASB对已修改或交换但未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适当会计
处理的观察意见。IASB认为上述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与金融资产修改的会计处理相同。如
果账面总额发生变动，将导致在损益中立即确认一项利得或损失。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ifrs-in-focus-plan-amendment-curtailment-or-settlement-amendments-to-ias-19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amendments-to-ifr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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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23 号——所得税处理的不确定性》 
该解释公告阐述了在所得税处理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会计税务状况。 
 
该解释公告要求主体： 

• 对于不确定的纳税状况，确定是对其执行单独评估还是作为一组进行评估；以及 

• 评估税务机关是否很可能接受主体在申报所得税时采用或建议采用的对不确定所得税
的处理： 

− 如是，主体应使用与申报所得税时已采用或计划采用的税务处理一致的方法确定
其会计税务状况。 

− 如否，主体应在确定其会计税务状况时应反映此类不确定性的影响。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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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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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在选择针对某项交易适
合的会计政策时应审慎考虑的指引的一项重要的和有说服力的来源。在许多司法管辖区，
监管机构均预期主体在应用 IFRS 时会考虑此类议程决定。 
 
2018 年 12 月，IASB 确认其预期各公司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因委员会发布的议程决定而
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IASB 亦同意应当确保利益相关方均知悉这一观点，包括建议将该
观点添加至《应循程序手册》。 
 
IASB 并未界定“充分的时间”的含义，因为其将取决于特定的事实和情况。这将取决于
要求作出的会计政策变更以及报告主体的具体情况。财务报表编制人、审计师和监管机构
将需要运用判断来确定何为“充分”。但 IASB 确认其考虑的“充分的时间”为数月而非
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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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委员会发布下列议程决定。这些议程决定同时刊载于名为《议程决定汇编 
– 卷 1》的文件中。 

  

 
 

1 月《IFRIC 最新资讯》 

IAS 37 – 与除所得税之外的税款相关的保证金   

IFRS 15 – 评估已承诺商品或服务   

IAS 27 – 按成本核算的子公司中的投资：部分处置   

IAS 27 – 按成本核算的子公司中的投资：分步收购   

3 月《IFRIC 最新资讯》 

IFRS 9 – 在特定衍生工具被指定为套期工具时“极可能发
生”的要求的应用 

  

IFRS 9 – 购买或出售非金融项目的合同的实物交割   

IFRS 9 –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的信用增级   

IFRS 9 –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的恢复   

IFRS 11 – 共同经营者对产出的销售   

IFRS 11 – 涉及共同经营者在共同经营中权益的负债   

IAS 23 – 在一段时间内转让已建造的商品   

IAS 38 – 客户获得对云托管的供应商软件访问权限的权利   

6 月《IFRIC 最新资讯》 

持有加密货币   

IFRS 15 – 履行合同的成本   

IFRS 16 – 地表下层的权利   

IAS 19 – 计划分类的潜在折现影响   

9 月《IFRIC 最新资讯》 

IFRS 15 – 针对延误或取消的补偿   

IFRS 16 –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IFRS 9 – 针对非金融资产外汇风险的公允价值套期   

IAS 1 – 与不确定的所得税处理相关的负债或资产的列报   

IAS 7 – 筹资活动负债变动的披露   

IAS 41 – 生物资产的后续支出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2019-ifric-english
https://www.ifrs.org/-/media/feature/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volume-1.pdf?la=en
https://www.ifrs.org/-/media/feature/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volume-1.pdf?la=en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january-2019/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march-2019/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june-2019/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septembe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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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截止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后日期的年度提前采用的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准则和解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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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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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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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S 生效日期 – 自以下日期或之后开始的期间：   

新准则    

IFRS 14 – 监管递延账户（英文版  | 中文
版） 

首份年度 IFRS 财务报表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期间的首次采用
者。 

  

IFRS 17 – 保险合同（仅有英文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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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 中文版） 

IASB 于 2015 年 12 月决定无限期推迟该
修订的生效日期。 

  

对《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的修订（包括对
IFRS 中对《概念框架》的索引的修订）（
英文版  | 中文版）  

2020 年 1 月 1 日   

对 IFRS 3 的修订 – 业务的定义（英文版  | 
中文版） 

2020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1 和 IAS 8 的修订 – 重要性的定义
（英文版  | 中文版） 

2020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39、IFRS 7 和 IFRS 9 的修订 – 
利率基准改革（英文版） 

2020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6 月，IASB 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在该征求意
见稿中，IASB 建议将 IFRS 17 的强制生效日期推迟一年，因此主体应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或
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应用 IFRS 17；同时，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保险合同》中
无需应用 IFRS 9的暂行性豁免的固定到期日作出修订，从而所有主体均必须对自 2022 年 1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应用 IFRS 9。 

 

  

在 IFRS 17 发布后设立了保险合同过渡资源小组。目前过渡资源小组并未安排进一步的
会议。然而，过渡资源小组仍在运作且仍可向其提交问题。请点击此处查阅该小组讨论
的详情。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4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FRS%2014_cn.pdf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FRS%2014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ifrs-17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FRS%2010%20IAS%2028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c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cf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Conceptual%20Framework%202018%20J15739-1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definition-of-a-busines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Definition%20of%20a%20Business%20-%20final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definition-of-material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Definition%20of%20Material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9/ibor-amend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9/ibor-amend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resources/ifrsf/advisory/trg-ifr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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