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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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后日期的年度相关的

财务报告事项。 

 
不确定性——无论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还是其他

因素所致——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各行业和经济体面临的重大因素。这种不

确定性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公司报告、形成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关注

重点并影响报告要求的发展。 

气候变化和公司报告 

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继续是主体、放款人、政府、监管机构和投资

者面临的关键商业事项。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多地询问主体如何将气

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纳入其关键会计判断和估计。 

因此，随着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现行要求如何反映气候相关事

项的加大关注，已推出改进公司报告的若干举措以更好地反映企业如何维

持可持续发展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 

如果（依照如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专责小组（TCFD）建议的既定框架、基于

当地监管要求或其他规定）在财务报表之外提供此类披露，重要的是需确

保其与编制财务报表和支持财务报表披露所运用的数据和判断保持一致。

特别是， 

• 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判断和估计必须与年报叙述部分所讨论的气候

承诺和战略一致。 

• 用于财务报告目的的预测应反映主体在报告日的战略计划和承诺的行

动——基于在报告日的最佳估计。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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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希望了解上述预测是否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在不同的气候变化轨迹下，存在多种可能的情景

和可能的结果范围。重要的是主体应明确所使用的假设并更多地利用敏感性分析。 

TCFD 建议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设立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专责小组（TCFD）以制定更有效的气候相关披露建

议，从而促进更知情的投资、信贷和保险承保决策，进而使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好地了解金融行业碳相

关资产的集中情况以及金融体系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敞口。 

 

TCFD 建议按组织运营的 4 项核心要素（治理、战略、风险管理及衡量指标和目标）进行组织。这 4 项要素普

遍适用于各个行业和各司法管辖区内的组织，其相互关联并旨在共同发挥作用以提供应对气候相关事项的有

效方法。TCFD 同时提供了建议的披露结构。 

 

这已成为组织说明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及其潜在财务影响的公认框架。与 TCFD 建议相一致，投资者也越来

越多地要求各组织在其主流报备文件中采用相关披露，并且许多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已经或正在寻求将其

纳入强制报告要求。应用 TCFD 建议将有助于组织提高透明度，并为强制提供基于 ISSB 发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

准则（参见下文）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做出更好的准备。 

相关的建议和额外指引刊载于 TCFD 出版物页面。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 

2021 年 11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F）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ISSB 与国际

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共同合作并负责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旨在使 ISSB 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

发挥与 IASB 在财务报告方面相同的作用。 

 

鉴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了解企业面临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风险和机遇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及财务业绩的

迫切需求，成立 ISSB 是回应这一需求迈出的重要一步。全球可持续发展准则将促进各司法管辖区内报告的一

致性和可比性，从而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协助将资本引向长期并具有复原力的业务。 

 

德勤《以目的为导向的业务报告聚焦》阐述了 ISSB 的相关发展，并汇总了 IFRSF 发布的有关气候和一般要求的

准则的 2 份蓝本。 

 

德勤《洞察》阐述了关于气候的投资者期望的背景信息，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刊物《概要：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和气候相关的披露》和 IASB 有关气候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的教育材料所强调的要求，及其

如何在实务中应用。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首次爆发以来已有 2 年，疫情仍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因素，尽管现时各地的感染病例和疫

苗接种率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政府为限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及支持受到不利影响的行业所采取措施的水

平与性质亦显著不同。 

因此，德勤《IFRS 聚焦 – 与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会计考虑事项》（英文版 | 中文版）中详述的考

虑事项仍然相关，但应当根据报告主体经历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慎考虑。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urpose-driven-business-reporting-in-focus/issb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corporate-reporting-climate-change
https://cdn.ifrs.org/-/media/feature/news/2019/november/in-brief-climate-change-nick-anderson.pdf?la=en
https://cdn.ifrs.org/-/media/feature/news/2019/november/in-brief-climate-change-nick-anderson.pdf?la=en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supporting-implementation/documents/effects-of-climate-related-matters-on-financial-statements.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ronaviru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OVID-19%20-%2029%20October%20Update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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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断，劳动力短缺，商品价格和总体通胀压力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限制的解除、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全球各地均面临供应链

中断、劳动力短缺、商品价格上涨和总体通胀压力。 

 

供应链中断 

供应链中断导致许多主体的生产和分销成本显著增加。如果这导致了更高的存货成本，主体应考虑是否须将

存货减记至可变现净值。 

 

除成本上涨之外，供应链中断还会增加生产产成品所需的时间，进而增加在报告日未完工的存货数量。这使

得确保原材料与在产品（其中某些可能由第三方实际持有）得到适当确认和计量的系统和控制的准确性更为

重要。 

 

如果生产的商品是为了履行现有的客户合同，增加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合同的利润或甚至导致亏损。如果主体无

法提高与客户签订的合同的价格，应考虑收入合同利润减少或负利润的潜在会计影响，包括记录亏损的具体期

间（如适用）。 

 

类似地，为允许延迟接收零部件或使用替代零部件而对制造流程作出的变更将需要在存货成本的计算中反映。 

 

劳动力短缺 

劳动力短缺可能表现为组织中各个级别的员工流失以及要求更高的工资。 

 

随着生产环境中保留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主体应考虑这些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如何影响存货成本，以及这些较

高的成本能否通过提高价格收回、或是否需要减记至可变现净值。类似地，应审慎考虑增加的员工成本对客

户合同的会计处理的影响。 

 

雇员福利方案的变更（无论是通过奖金、额外的股份支付奖励还是其他方式）也需要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 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IFRS 2）的要求进

行审慎评估和核算。 

 

员工流动增加和员工短缺也可能给主体的内部控制环境带来压力。随着员工职责转换，主体应评估是否有具

备适当技能和培训的员工来有效设计、执行、运行和监督控制（包括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控制）。 

 

商品价格 

商品价格上涨也是许多主体面临的现实，例如，能源批发价格大幅上涨对许多行业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

这可能会对主体的运营成本产生总体影响（导致可能须确认减值或减记至可变现净值等问题，或在极端情况

下导致对主体是否能持续经营产生质疑）或对特定合同造成影响。例如，如果拟交付给客户（或用于为客户

制造产品）的商品成本增加且该成本无法转嫁给客户，则可能有必要确认亏损性客户合同准备。 

 

总体通胀 

除直接影响主体运营的供应链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之外，总体通胀可能会增加存货或履行客户合同的成本，从

而导致可能须减记至可变现净值或确认亏损性客户合同。 

 

通胀也可能导致重新议定长期合同，例如租赁或长期供应协议，进而可能产生潜在会计影响。此外，通胀可

能导致利率上升和固定利率金融资产价值的相应下跌。由于主体是基于近期通胀来评估其投资策略，其可能

考虑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或不再持有多余的现金，例如通过投资黄金、数字资产（如，加密货币）或与通胀

指数挂钩的债务证券。考虑进行此类投资的主体应考虑因持有此类投资而可能导致的复杂的会计处理和财务

报告。 

 

此外，主体应监控用于计量养老金相关负债的折现率的适当性，特别是因为折现率的细微变化可能会显著影

响主体的养老金负债。例如，较高的利率可能导致养老金负债和所需的雇主注资的减少。然而，减少的金额

可能会被更高的员工工资所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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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和财务报告 

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是政府和公司为减少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持续影响（包括供应链中断、劳动力短缺、商品价格上涨和总体通胀压力）的一些共性在于给主体未来现金

流量和经营业绩的预期带来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如下文所述，这可能会影响财务报告若干领域所需的会计估

计，因此适当披露所作的判断以及对其他可能结果的敏感性尤为重要。 

 

资产减值和使用寿命 

主体将需要评估是否由于诸如市场的不利变化或主体资产的技术过时等因素触发了任何减值。此外，为根据

《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执行减值复核的目的确定使用价值或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

（特别是如果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所述的收益法）需要预测主体

的现金流量（可能会延伸未来多个年度）。 

 

气候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影响均可能产生减值迹象，并增加减值复核所使用的现金流量预测的波

动性和不确定性。例如，预期在格拉斯哥召开第 26 届缔约方会议(COP 26)之后政府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导致一

些碳密集型资产过时，或可能无法知晓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的性质与范围。多方面的不确

定性可能导致在编制预测时有必要考虑多种可能的情景。 

 

审慎考虑现金流量预测、增长率和折现率对于减值计算的可支持性和合理性至关重要。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时，主体必须确保假设与外部信息来源及其气候战略和在这方面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保持一致。预测的现金

流量应基于在报告日能合理知道的在该日存在的状况（重要的是对于使用价值的计算，不应包括主体在报告

日尚未承诺的重组的影响）。执行减值测试时使用的关键假设可能是重大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因此，可能

需要提供《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IAS 1）第 125-133 段所规定的信息作为 IAS 36 要求提

供的信息的补充，例如，除商誉减值测试所需的敏感性分析之外的敏感性分析。 

 

所使用的折现率是市场参与者对同等风险的投资所预期的利率的估计。因此，如果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

续影响和/或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未在所测试的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

的预测现金流量中反映，则应反映在所使用的折现率之中。 

 

至少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放宽的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限制也可能导致潜在减值的转回（商誉除外，商

誉的减值禁止转回）。主体将需要评估自最近一次确认减值损失以来，用于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是否

已发生变化并可能导致减值转回。尤其重要的是应注意，减值的转回只能够产生自预测现金流量的正变动，

而非仅仅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折现的展开或预期的负现金流量的发生（因此不再出现在前瞻性计算之中）。 

 

气候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风险也可能通过改变资产的使用寿命或剩余价值影响资产的折旧或摊销。例

如： 

 

• 随着市场上出现更好的技术，能效较低的机器的预计使用寿命或剩余价值可能会减少。 

 

• 随着主体（或市场）开发更环保的替代品，与现有产品相关的客户关系的使用寿命或已资本化的开发成本

可能需要减少。 

 

上述因素应纳入对资产使用寿命和剩余价值的复核，且任何变化均应作为折旧或摊销的未来变动进行核算，

并提供适当的说明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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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信用损失 

除其他影响之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还可能导致借款人在履行贷款合同的承诺时遇到困难。

金融应收款的放款人或持有人将需要在其预期信用损失（ECL）的评估中反映这一点。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式反映了： 

• 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金额。 

• 货币的时间价值。 

• 在报告日无需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或努力便可获取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

可支持的信息。 

 

尽管银行和其他贷款企业在预期信用损失方面继续面临最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对长期信用风险的影响），

但对公司而言相关影响也可能较为显著。监管机构（例如，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在其 2021 年共同执法重点

中）强调了以下要点供金融机构考虑，但这些要点也可能与面临重大预期信用损失变动风险敞口的公司主体

相关。 

 

• 管理层的修正调整：须针对用于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重大调整提供更多披露，以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规定的披露目标。此类调整通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修正的形

式（包括模型输入值的更新或在主模型之外应用）。针对每一项重大调整，预期主体应就对预期信用损失

估计的影响、调整的理由以及所应用的方法提供详细具体的信息。方法的描述应包括重大输入值和假设，

同时应披露调整是否与特定的减值阶段相关，及其对相关金融工具的阶段划分的影响。此外，建议主体考

虑财务报表附注内的预期信用损失敏感性披露如何能够反映重要的管理层修正调整。应说明自上一个报告

期间以来方法和假设的重大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财务报表使用者应能够了解变动的范围、性质以及调整

的原因。 

 

• 信用风险的重大变化：IFRS 7:35F-G 要求主体披露输入值和假设的依据，以及用于确定自初始确认后金融

工具的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或金融资产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的估计技术。披露应包括所应用的定量和定

性因素，以及各投资组合应用这些因素的任何重大差异。如果向借款人提供的重大减免措施并未导致贷款

的终止确认，放款人应描述其如何确定此类贷款的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或是否已发生减值。此外，如果

主体应用“信用风险较低”的实务简便方法，主体应描述受该实务简便方法影响的交易或投资组合的主要

类型，包括用于界定“信用风险较低”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如果主体将金融工具进行分组以确定信用风险

是否显著增加，预期应说明该组合的关键风险特征以及如何在组合基础上执行评估。 

 

• 前瞻性信息：监管机构预期主体应继续详细说明其在确定预期信用损失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情景中如何考虑

疫情的影响。主体应就确定情景及其权重时考虑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主要判断和估计提供特定披露。这包括

针对每种情景和主要地理区域和/或行业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定量信息。针对敏感性分析提供具体详尽

披露（包括该分析对预期信用损失及在适当情况下对阶段分析的定量影响）非常重要。 

 

• 损失准备的变动：须提醒主体注意，以表格形式提供的损失准备（减值金额）期初余额与期末余额的调节

应按金融工具类别进行分解，并应单独提供针对资产负债表外的承诺的损失准备变动信息。除表格形式的

披露之外，还应提供叙述性说明，包括本期损失准备变动的原因的分析。应同时披露主体层面和具有共同

信用风险特征的重大投资组合的调节表。此外，主体应说明本期账面总额的重大变动如何导致损失准备发

生变化。 

 

• 信用风险敞口的变化：在提供关于信用风险敞口的定量信息时，主体应提供适当的分解层次以提高重大信

用风险集中程度的透明度。监管机构发现针对所有分解层次提供分阶段的明细信息非常有用。财务报表或

管理报告不同部分中提供的定量披露和叙述性描述应具有明确的相互关联。针对信用增级的披露应充分详

尽，以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信用风险的重大集中。适当时可提供按贷款价值比区间列示的风险敞口

的分解。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32-63-1186_public_statement_on_the_european_common_enforcement_priorities_2021.pdf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32-63-1186_public_statement_on_the_european_common_enforcement_priorities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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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 

除了影响财务报表内个别余额的计量和确认之外，气候变化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影响所产生的不确定

性可能会威胁到某些企业的生存能力。对于此类主体，决定运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否仍然恰当以

及为说明这些考虑事项需提供何种程度的披露可能涉及比通常情况更大程度的判断。 

 

IAS 1 规定，在编制年度或中期财务报表时，管理层应评估主体的持续经营能力。IAS 1 通过说明除非管理层打

算清算主体或停止经营或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否则主体应运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来定义持续经

营。在执行上述评估时，IAS 1 要求管理层考虑报告期末后的至少 12 个月，但强调涵盖期间不仅限于 12 个

月。这与某些国家要求考虑自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后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状况的法规并不矛盾。 

 

2021 年 1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题为《持续经营 – 关注披露》的教育材料。教育资料指出，管理

层可能需要考虑与主体当前和预期的盈利能力、现有融资额度的偿还时间、以及替代融资的潜在来源相关的

因素，并且在当前较为困难的经济环境下，主体可能受到比以往更为广泛的一系列因素影响。例如，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可能引致诸如下列因素：主体经营活动任何临时停业或缩减的影响、未来政府可能对相关活动施

加的限制、任何政府支持的可持续获得性、以及市场长期结构变化（如，客户行为变化）的影响。 

 

教育材料同时强调，《国际会计准则第 10 号——报告期后事项》（IAS 10）阐明管理层对运用持续经营编制

基础的评估需要反映自报告期末之后、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前发生的事项的影响。如果在财务报表批准报出

之前相关状况发生恶化，从而导致管理层除停止经营之外不再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则不得运用持续

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 

 

关于是否运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的决策是二元的，但可以运用该基础的情况可能存在很大不同——

从主体具备盈利能力且不存在流动性问题，到即使在考虑管理层计划的任何风险缓解措施之后仍处于运用持

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的“临界点”。在持续困难的经济环境下，清晰披露主体在上述范围内所处的位置

以及作为管理层评估的一部分的假设和判断，很可能是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关注重点。 

 

德勤《IFRS 聚焦》（英文版 | 中文版）进一步详述了 IASB 的教材材料，并说明在不同情况下可能适用的披露

要求。 

 

所得税 

确定是否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类似于减值复核，因为它要求预测未来的业绩（尽管是未来的应税利润而非

现金流量）。因此该项评估同样受到气候、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或其他因素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 

 

因此，证明发生亏损的主体能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证据的性质须接受相同程度的仔细审查。如果尽管存

在不确定性仍确认了重大递延所得税资产，则必须披露支持该项确认的证据，尤其是在主体发生亏损且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取决于未来利润的情况下。此外，披露重大会计判断（例如，如何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可

收回的概率）和估计不确定性的重大来源（包括受影响的账面金额，以及关键假设的任何重大变动对递延所

得税资产收回的影响的说明）往往是必须的。 

 

更有用的披露包括描述应税主体的身份、所在地和适用的税收规则以及所考虑的负面和正面证据，还包括递

延所得税资产预期可予收回的期间。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news/2021/going-concern-jan2021.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ucational-going-concern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Educational%20Material%20on%20Going%20Concern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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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求所有主体披露： 

• 针对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未利用的可抵扣亏损或未利用的税款减免金额（以及到

期日，如有）。 

• 针对每一类暂时性差异和未利用的可抵扣亏损，在损益中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及相关的变动。 

 

如果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的项目的隐含税率与主体报告的标准或实际税率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应对该差异作

出说明。 

 

此外提醒主体注意，应就影响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乘以适用税率的计算结果之间关系的重大调节项目（特

别是大额的一次性项目）提供相关的说明。 
 

2019 年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关于《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的公开声明就应用在 IFRS

财务报表中确认、计量和披露未利用可抵扣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相关要求提供了更多详情。 

 

准备和或有负债 

不论准备对主体财务状况表而言是否属于数额重大，与之相关的情况往往对投资者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其能

够反映主体须承担义务，例如修复其运营造成的环境损害。监管机构继续发现与准备相关的若干领域仍有待

改进。 

 

财务报表中有关准备和或有事项的说明应当清晰简洁。此类说明的详尽程度应取决于准备的复杂性及其对主

体财务状况、财务业绩或现金流量的潜在影响。重要的是应描述相应的义务事件，特别是在诸如重组、财产

损坏或自我保险等情况下，确定此类事件是否已发生可能须运用重大判断。应明确标注准备的类别以使其具

体化并能够传达有价值信息。 

 

同时必须充分说明得出准备最佳估计的方法。特别是，财务报表使用者应能够清晰了解主体是采用“预期价

值法”还是“最可能的结果法”来得出估计。如果主体无法估计很可能或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金额，

则鼓励其说明无法作出估计的原因，并提供有关潜在影响程度的信息。 

 

主体还应提供与准备相关的现金流出预计时间的信息，特别当准备是长期性质的。如果准备的折现的影响重

大，则必须说明所使用的折现率，并描述用于确定折现率的方法。折现率和现金流量预测可能是估计不确定

性的主要来源，适用 IAS 1 的要求（参见下文）。特别是，预期应说明准备金额对折现率和/或现金流量预测

的重大敏感性。 

 

政府援助 

由于政府实施相应措施支持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企业，因此在 2020 年政府援助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内的

重要性有所增加。许多此类计划在 2021 年继续运作，且预期各种形式的政府援助将继续成为多个行业的特征

（旨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出于其他目的，例如鼓励向低碳经济转型）。 

 

此类支持的会计处理取决于每项计划的确切特征，但其中一项重要判断通常是确定应当应用哪一项 IFRS 准

则。例如，政府支持的形式可能是： 

• 属于《国际会计准则第 20 号——政府补助的会计和政府援助的披露》（IAS 20）范围的政府补助。 

• 属于 IAS 12 范围的税款减免。 

• 根据 IAS 20:10A 要求确认为政府补助的按低于市场利率发放的贷款。 

 

在识别出适当的准则后，需要根据该项准则审慎确定政府支持所产生利益的适当确认。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sets-out-expectations-regarding-application-ia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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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的披露（包括从资格、条件和后果方面来衡量的政府援助的实际影响，以及在确定如何对其进行核

算时作出的任何重大判断）也仍然十分重要。 
 

判断和估计 

上文讨论的所有领域均或多或少地要求在界定项目或交易的特征时运用判断并在计量时作出估计。IFRS 准则

通过在许多准则内纳入特定的披露要求以及在 IAS 1 中纳入关于下列各项一般披露要求体现财务报表使用者对

判断和估计的重视： 

• 除涉及在应用主体会计政策过程中作出的并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构成最重大影响的估计的判断之外的

判断。 

• 关于对未来作出的假设的信息（必要时包括敏感性分析），以及在报告期末存在导致下一财年内资产和负

债账面金额作出重要调整的重大风险的估计不确定性的其他主要来源。 
 

上述披露多年来一直是监管机构的关注重点，需要强调的是： 

• 如果存在下一财年内作出重要调整的重大风险，则披露估计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的要求适用。自愿披露长

期的潜在变化是有帮助的，但应与上述信息明确区分开来以协助财务报表使用者识别近期估计不确定性的

最关键领域。 

• 对于重大会计判断，主体应说明为何判断是必须的以及在运用判断时所考虑的具体因素。应充分说明任何

重大判断的会计结果。 
 

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将重大判断或估计不确定性与年报其他部分提供的信息进行比较。如果判断

和估计与诸如主体面临的风险披露之间存在不一致，则可能会受到审查。 
 

德勤《IFRS 聚焦》就重大判断和估计不确定性来源的披露提供了更多详情。 

 

与气候变化或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相关的假设，可能存在导致下一财年内对诸如须执行减值评估的资产和

负债账面金额作出重要调整的重大风险。这可能是由于下一年度内预期现金流量或下一年度内存在作出重大

修正之风险的长期假设的变动所致。提供相关披露的方式应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管理层对未来作出的

判断。所披露信息的性质与范围将根据假设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除上述要求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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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段也要求披露影

响当前期间或预计将影响未来期间的估计变更的性质和金额。存在若干可能由于与气候相关的因素发生估计

变更的领域。 
 

向低碳经济转型也可能产生在制定会计政策时须运用重大判断的新交易。例如，“绿色”债券、碳抵销或排

放交易计划。 

 

非财务报表和替代业绩衡量指标 

疫情持续对主体的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监管机构指出，这可能会削弱主体在短期和中期内实现任何预先

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因此，鼓励主体提供相关说明，以反映此类目标如何受到影响以及为应对疫

情如何对其作出调整。同时建议主体说明疫情对其业务模式和非财务关键业绩指标（KPI）的影响。 
 

如果仅为了反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主体业绩的影响而调整或新引入替代业绩衡量指标（APM），监管机构

尤其会对这些指标执行仔细审查。疫情已导致全球市场发生巨变且不能再被视为一次性事件。因此，单独列

报疫情的影响可能并不恰当。最好在叙述性报告中说明相关的变化，而不是调整或引入新 APM。 
 

监管机构明确劝阻主体使用可能导致与公认的综合财务指标混淆的 APM 表述方式（如，“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EBITDA）”）。所披露的 APM 应采用反映其内容和计算基础的有意义的表述方式，以避免向财务报表使

用者传达误导性信息。例如，如果就除利息、所得税、折旧和摊销之外的项目对经营成果净额作出调整，则

不应使用“EBITDA”这一表述。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ias-1-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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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APM 应是中性的。列报带有倾向性的 APM（调整后仅排除一次性损失（如，减值损失），但包括相同性

质的一次性利得（如，减值的转回或补助））可能无法实现对主体业务发展和业绩及财务状况的公允反映。 

 

主体在选择和列报 APM 时，应参考目前仍然相关的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关于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

指标的声明及 ESMA 关于替代业绩衡量指标的指引（2020 年更新）。 

 

货币与恶性通货膨胀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另一表现是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且在某些经济体中可能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水平，并导

致政府对当地货币与国际贸易货币之间的汇兑施加限制。该等事项为财务报告带来下列挑战： 

• 确定某个经济体是否处于恶性通货膨胀（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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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定义包含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几个特征，包括三年累计通胀率接近或超过 100%），且如

果属于这种情况，应对财务报表内的金额采用哪种一般物价指数。 

• 在当地货币和国际货币均为通用货币的情况下确定主体的功能货币，这在当地货币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尤

为重要，因为 IAS 29 仅适用于其功能货币为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体货币的主体（而非在该经济体中运营的任

何主体）。 

• 识别一个适用的汇率以折算个别财务报表内的货币性项目，以及用母公司的列报货币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

表进行重新折算。 

 

如果通货膨胀或汇兑事项引致重大判断或是产生估计不确定性的来源，应提供 IAS 1:122 和 IAS 1:125 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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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针对截

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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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黎巴嫩 

• 南苏丹 

• 苏丹 

• 苏里南 

•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 委内瑞拉 

• 也门 

• 津巴布韦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重大议程决定 

如本刊物的附录所详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委员会”）已发布一系列议程决定以就特定交易

的适当会计处理提供指引。下文探讨了议程决定所涵盖的某些可能更广范适用的事项。 

 

软件即服务安排 

委员会发布 2 项议程决定（分别在 2019 年和 2021 年），以澄清客户应如何核算针对云技术的特定部分

（即，软件即服务（SaaS））的安排。 

 

2019 年议程决定得出结论认为，仅向客户授予在未来访问供应商应用软件的权利的 SaaS 安排属于服务合同

（而非软件租赁或购买一项软件无形资产）。 

 

2021 年议程决定进一步探讨在被确定为服务合同的 SaaS 安排中，客户应如何核算配置或定制供应商应用软件

的成本。结论是：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532.pdf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532.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ackage-of-narrow-scope-amendment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19/ifric-update-march-2019/#1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march-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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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和定制成本往往不会形成客户的无形资产。相反地，客户应在取得配置或定制服务时将此类成本确认

为费用。如果客户在取得此类服务之前向供应商付款，该项预付款应确认为一项资产。 

• 在有限的情况下，实施 SaaS 安排时开展的特定配置和定制活动可能形成一项单独资产。例如如果该项安

排导致生成额外代码，客户有能力从中获得未来经济利益并限制其他方获取这些利益，则可能会出现这种

情况。如果该额外代码“可单独辨认”并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无形资产》（IAS 38）的确认标

准，客户应确认一项无形资产。 

• 在配置和定制活动未形成一项无形资产的情况下，如果配置或定制服务由应用软件的供应商（或其分包

商）实施并且所取得的服务无法与获得访问供应商应用软件的权利明确区分开来，客户应在 SaaS 安排存

续期内将相关的成本确认为费用。反之，如果配置或定制服务是由第三方供应商执行，则客户应在第三方

供应商配置或定制应用软件时将相关成本确认为费用。 

上述议程决定的结论可能会改变现行云计算安排的会计实务。每项 SaaS 安排均是独特的。对于在实施 SaaS 安

排时发生的配置和定制成本，可能须运用重大判断来分析并确定适当的会计处理，并往往需要深入了解 SaaS

安排的特定技术方面。这可能要求各个不同部门（如，财务和信息技术部门）之间的协作以确保对所有信息

加以考虑。 

 

如果应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导致必须变更会计政策，主体必须应用 IAS 8 对变更进行核算。例如，主体可能必

须终止确认此前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成本并重述比较期间。 

 

德勤《洞察》更详尽地阐述了 SaaS 安排的不同方式、其会计处理、实际影响以及现行会计处理之外的其他考

虑事项。 

 

销售存货所必需的费用 

2021 年 6 月，委员会针对主体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包括在“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之内的费用发布

了一项议程决定。特别是，该议程决定阐述了主体是应当包括进行销售所需的所有费用，还是仅包括销售的

增量费用。 

 

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存货》（IAS 2）中有关估计进行销售所必需的费用的要求

并未将此类费用仅限定于增量费用。相反地，应用 IAS 2 主体应当估计在正常经营过程中进行销售的必需费

用。委员会注意到主体考虑其特定事实和情况（包括存货的性质）并运用判断来确定哪些成本是进行销售所

必需的。 

 

供应商融资安排 

2020 年 12 月，委员会发布一项议程决定，涉及供应商融资（或“反向保理”）安排及其应如何在财务状况

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中列报。 

 

在财务状况表中，主体应用 IAS 1 的要求来确定如何列报作为反向保理安排一部分的负债。如果此类负债的性

质和功能与应付账款相类似（例如，作为在主体正常经营周期中使用的营运资本的一部分），主体应将此类

负债作为应付账款进行列报。如果此类负债的规模、性质或功能导致单独列报与理解主体的财务状况相关，

则主体应将此类负债作为单独的项目进行列报。为作出上述确定，主体应考虑此类负债的金额、性质和时

间，包括诸如下列因素：作为安排的一部分是否提供了不存在相关安排时不会提供的额外担保，或作为安排

一部分的负债条款与不属于安排一部分的主体应付账款条款之间的差异程度。 

 

主体应当应用 IFRS 9 的终止确认要求来评估是否及在何时终止确认作为（或成为）反向保理安排一部分的负

债。如果主体终止确认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并确认对金融机构的新金融负债，在确定如何在财务状况表中列

报该新负债时应当应用 IAS 1 的上述指引。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saas-arrangement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june-2021/#6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0/ifric-update-december-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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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应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确定反向保理安排的现金流量是属于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还是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委员会注意到，如果主体认为相关负债属于在主体主要创收活动中使用的

营运资本一部分的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款，主体应在其现金流量表中将为清偿负债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作为源

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进行列报。相反，如果主体认为由于相关负债是主体的借款而非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

款，则主体应将为清偿负债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作为源自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进行列报，并针对筹资活动产生

的负债变动提供 IAS 7:44A 所要求的披露。 

 

无需使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投资和筹资交易不包括在主体的现金流量表之中。因此，如果主体的筹资交易

并未发生现金流入或现金流出（如，终止确认应付账款并确认新的金融负债），主体应在财务报表的其他部

分内披露此类交易以确保提供有关筹资活动的所有相关信息。 

 

根据 IFRS 7，主体必须提供相关信息以使其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能够评价主体面临的金融工具所产生风险的性质

与程度。委员会注意到反向保理安排往往会产生流动性风险。主体应披露： 

• 金融工具的风险敞口（包括流动性风险）是如何产生的。 

• 主体管理风险的目标、政策和流程。 

• 关于截至报告期末主体流动性风险敞口的汇总量化数据（如果该数据未能反映报告期内主体的流动性风险

敞口，则需包括进一步的信息）。 

• 风险集中。 

 

此外，主体应当应用 IAS 1 来确定是否需要就反向保理安排对其财务状况、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提供额

外披露。主体应披露管理层在评估如何列报与反向保理安排相关的负债和现金流量时运用的判断（如果此类

判断属于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影响最为重大的判断）。此外，如果有关反向保理安排的信息与理解任何

上述财务报表相关，主体应在其财务报表中提供此类信息。 

 

将福利归属到服务期间 

2021 年 4 月，委员会发布一项关于 IAS 19 的议程决定，阐述了特定的设定受益计划福利应当归属的服务期

间。相关福利计划使雇员在达到规定退休年龄时有权获得一次性福利付款，前提是其在达到退休年龄时仍受

雇于主体。雇员有权获得的退休福利金额取决于雇员在达到退休年龄前在主体的服务年限，并以指定的连续

服务年限为上限。 

 

委员会在议程决定中的意见是基于退休年龄为 62 岁且退休福利计算上限为 16 年服务期的示例。在该示例

中，如果雇员在 46 岁前入职，则雇员在 46 岁之前提供的服务不会产生计划下的福利。因此，主体仅有义务

针对雇员在年满 46 岁之后提供的服务支付退休福利。对于在 46 岁或以后入职主体的雇员，雇员所提供的任

何服务均会产生计划下的福利。 

 

委员会的意见与 IAS 19 的其中一个示例所述的结果相一致，因此委员会认为，IAS 19 中的原则和要求能够为主

体确定退休福利应当归属的具体期间提供充分的依据。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april-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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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点关注领域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BOR）改革 

第 1 阶段修订《利率基准改革 – 对 IFRS 9、IAS 39 和 IFRS 7 的修订》于 2020 年生效。有关修订修改了特定的

套期会计要求，以允许在因利率基准改革导致被套期项目或套期工具作出修订前存在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对

受影响的套期继续运用套期会计。 

 

第 2 阶段修订《利率基准改革 – 对 IFRS 9、IAS 39、IFRS 7、IFRS 4 和 IFRS 16 的修订》（于下文附录中阐述）现

同时强制适用于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报告期间。采用上述修订使主体能够反映从银行同业拆

借利率（IBOR）过渡至替代基准利率（也称为“无风险利率”或 RFR）的影响，而不会产生无法向财务报表使

用者提供有用信息的会计影响。 
 

德勤《IFRS 聚焦》（英文版 | 中文版）详述了第 2 阶段修订。 

德勤《洞察》探讨了针对利率基准改革修订的披露要求。 

 

现金流量表 

正确报告现金流量仍然是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重点关注领域。编报现金流量表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将现

金流量审慎划归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或筹资活动，以及避免对现金流入和流出做出不正确的抵销仍然十分

重要。然而，某些可能更加细节的考虑因素亦同样重要。 

 

应用“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定义 

现金流量表的基本功能在于反映“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期初余额与期末余额之间的变动。因此，确定哪些工

具构成该余额的一部分至关重要。 

 

特别是，应审慎确定银行借款（包括透支）、短期投资（应注意《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IAS 7）规定，通

常只有在取得时到期期限短于 3 个月的投资才符合现金等价物的条件）或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能否被视为构成

现金等价物的一部分。 

 

同时应披露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组成，以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清楚了解此关键余额的具体构成。 

 

筹资活动产生的负债调节表 

披露现金及非现金形式的筹资活动负债变动的要求仍然是审查的主题，特别是继续提供此前自愿作出的披露

但此类披露可能不符合所写的特定规定的情况。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19 年 9 月发布的一项议程决定为上述要求的应用提供额外指引，特别指出

需要明确确定被视为“筹资活动产生的负债”的余额，并避免在列报期初余额与期末余额的调节表时进行不

当的汇总。 

 

披露和一致性 

与年报的其他要素一样，清晰披露和一致性（包括现金流量表表内以及在其他部分报告的信息）是现金流量

报告的重要特征。例如，应避免现金流量表表内的不一致（如，将某些利息支付额划归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其他利息支付额则划归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并且所采用的现金流量描述应当清晰并与财务报表其他

部分的相关术语保持一致。 

 

可能受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影响的一项特定披露要求是“主体持有的不可供集团使用的重大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余额”（通常称为“受限制现金”），以及出于特定目的“托管”持有的金额，这也可能与因若干司法管

辖区存在的外汇管制而无法易于汇拨至母公司的子公司持有的现金相关。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bor-phase-2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IBOR%20Phase%202_cnfinal.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ibor-disclosure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19/ifric-update-september-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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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 

尽管主体已采用 IFRS 15 数年，但监管机构在针对这一领域的执法活动中仍有重大发现。此类发现往往与披露

不充分有关。 

 

提醒主体注意必须披露在应用 IFRS 15 时运用的重大会计判断。这可能包括在确定下列各项时作出的判断： 

• 履行履约义务的时间（例如，针对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评价客户何时获得对已承诺商品或服务

的控制权时所运用的判断）。 

• 交易价格和分摊至履约义务的金额。 

 

此外，主体应清晰描述客户合同中存在的可变对价的类型，并披露用于估计可变对价的方法以及如何对估计

金额应用可变对价的限制。 

 

针对重大履约义务的收入的会计政策披露应清晰明确并特定于主体。披露必须说明收入确认的时间，包括是

在某一时点还是在一段时间内确认，以及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确认收入的确切时间。披露还

必须包括用于计量“在一段时间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履约进度的方法，特别是应描述该方法、如何在实务中

应用、以及该方法为何能够如实反映商品或服务的转让。同时须披露重大付款条款、已承诺的商品和服务的

性质、以及关于剩余履约义务的信息。 

 

要求主体描述其如何得出在与客户进行的交易中是作为当事人还是代理人的结论。需要清晰说明相关的判断。 

 

此外，主体需要提供与重大合同余额相关的披露，包括针对这些余额的会计政策、对余额性质的说明、余额

的重大变动、履行履约义务的时间如何与典型的付款时间相联系、以及对合同资产和负债的相应影响。 

 

对于取得或履行合同的成本，提醒主体注意必须说明得出特定成本是属于 IFRS 15 而非其他准则（如，《国际

会计准则第 16 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IAS 16））的适用范围的结论的依据，并按类别披露已资本化

的成本的期末余额的明细。 

 

主体必须同时描述可从第三方收回的索赔的会计处理（例如，是否应用了《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 

 

分解后的收入披露必须与年报和报表中的其他信息保持一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监管机构提醒财务报表编制人，有关租赁的会计政策应特定于主体，并包括涵盖下列各项的政策：售后租回

交易、租赁激励措施、不属于 IFRS 16 范围的项目以及非租赁成分。出租人应谨记须说明将租赁归类为经营租

赁或融资租赁的依据。 

 

拥有租赁协议的主体应考虑下列各项： 

• 具有重大可变付款特征（如，与销售额或通货膨胀挂钩的特征）的承租人必须说明此类特征的性质和潜在

会计影响。 

• 应披露租赁合同的特征以及为确定租赁期所运用的判断。 

• 如果是否能够合理确定不行使续租选择权或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被识别为重大判断，应提供必要的关于

未确认的潜在未来现金流出的定量和定性披露。 

• 租赁负债的到期期限分析必须采用与租赁期评估相一致的方式进行充分分解，且不应包括涵盖数年的时间

段。 

• 租赁负债的变动必须与现金流量表或融资成本的披露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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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G20 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包容性框架 

2021 年 10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 国集团（G20）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包容性框架

（IF）发布了一项声明，提出了双支柱解决方案以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务挑战。双支柱解决方案将确保跨

国企业缴纳 15%的最低税率，并将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跨国企业利润重新分配至全球各国。 

 

支柱一旨在对全球营业额超过 200 亿欧元且利润率超过 10%的跨国企业征税，并要求参与国取消其可能已实

施的数字服务税（DST），并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支付部分 DST 的应收债权（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计算）。鉴

于支柱一预计使用的公式，预期不会产生须遵循 IAS 12 规定的所得税。 

 

支柱二预期具有更广的适用性（针对营业额达到 7.5 亿欧元的主体）并旨在确保大型跨国集团在其运营的每一

个国家缴纳最低税款（15%）。支柱二包括两个部分：(i) 所得纳入规则（IIR）；及 (ii) 低税率支付规则

（UPR）。广义而言，根据 IIR，如果跨国公司在特定税收管辖区的实际税率（ETR）低于 15%，将针对集团的

母公司在该母公司有纳税义务的国家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实际税率较低的税收管辖区）征收补偿税款以补

足差额。UPR 被称为辅助规则，其仅适用于未应用 IIR 的情况，并将基于公式化方法将补偿税款分摊至集团内

的其他公司。就集团财务报表而言，预期支柱二的金额将属于 IAS 12 的适用范围（基于计算补偿税款的公

式）。 

 

截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137 个成员管辖区已同意上述声明。下一步将在 2021 年底或 2022 年初发布实施支

柱二的示范规则。实施支柱一的多边公约预期将于 2022 年 2 月定稿。声明指出，迅速实施是稳定国际税收结

构和避免破坏性贸易争端的关键。包容性框架成员已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截止期限，在 2023 年施行新的国际

税收规则。 

 

IAS 10 例举了一个通常要求作出披露的非调整事项示例为：“对当期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有重大影响的、

在报告期后生效或公布的税率或税法变化”。因此，如果实施支柱二的示范规则在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前发

布，主体应评估发布的规则是否构成其运营所在的税收管辖区内的税法变化，并考虑适用的政府对实施相关

规则的承诺情况。如果属于上述情况且主体认为相关规则可能对其当期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构成重大影

响，主体应在其财务报表中披露这一事实以及对相应影响的估计、或无法作出此类估计的声明。 

 

  

https://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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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对于寻求筹集资本的私营公司而言，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是进行传统的首次公开

发行（IPO）的替代方式。尽管 SPAC 的结构及其与私营公司进行的交易各不相同，但通常具有一系列共同特

征从而引致可能有必要作出审慎考虑的财务报告事项。 

SPAC 通常是由管理团队或保荐人组建的一家“空壳”公司，其唯一目的是通过 IPO 筹集资金。所筹集的资金

（和/或 SPAC 本身的股权）随后将被用来为收购“目标”公司提供资金。 

SPAC 的资本结构可能各不相同，但往往包括： 

• 在公司成立时向管理团队或保荐人发行的“B 类”或“创始人”股份。 

• “A 类”股份和用于购买通过 IPO 向公众股东发行的进一步股份的认股权证（通常会向 IPO 认购者提供由

一股和一部分认股权证组成的“单位”）。随后“A 类”股份和认股权证将在公开市场上（单独或作为一

个组合单位）进行交易。 

• 独立于 IPO 之外的用于取得由管理团队或保荐人购买的“A 类”股份的认股权证。 

典型的 SPAC 生命周期可概括为 “收购前阶段”，之后是收购目标公司（假定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完成），再之

后是收购后阶段（此阶段的 SPAC 是一个“正常”公开上市集团的母公司）。尽管财务报告事项可能涵盖上述

每个阶段，但许多事项均特定于三个阶段的其中之一。 

收购前阶段 

在收购前阶段，主体应确定 A 类股份、B 类股份和认股权证的分类。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

具：列报》（IAS 32）并取决于其具体特征，所有此类项目可能被归类为权益或金融负债。对于 B 类股份，主

体需要确定其是否属于 IAS 32 的范围或是否适用 IFRS 2。 

收购阶段 

此阶段的主要会计考虑事项为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识别购买方。主体必

须确定会计处理是否应基于收购的法律形式，或实质上发生了反向收购。一旦识别出购买方，主体应考虑交

易是应作为企业合并还是作为资产购买进行核算。 

SPAC 往往被识别为交易中会计上的被购买方，从而导致（如果 SPAC 本身不符合业务的定义）目标公司将交易

作为“资本重组”或“反向资产收购”进行核算。 

收购后阶段 

由 SPAC 为首的集团在许多方面均是一个“正常”的公开上市集团。然而，由于 SPAC 的历史可能会导致一些

事项在收购后仍继续影响集团的报告。  

德勤《洞察》详述了 SPAC 的会计影响，同时涵盖与考虑从事 SPAC 交易的主体相关的其他事项。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s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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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截止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强制生效的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准则和解释公告 

对 IFRS 16 的修订 — 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包括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后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相关的租金减免） 

对 IFRS 16 的修订为承租人提供一项实务简便方法，允许承租人无需评估符合特定标准的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相关的租金减免是否属于一项租赁修改，而是不将其视为 IFRS 16 的租赁修改进行处理（例如，将租赁付款额

的减免作为可变租赁付款额核算）。 

在最初发布时，上述修订仅适用于原本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的与租赁付款额相关的减免。2021 年

3 月，IASB 延长该豁免以涵盖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到期的租赁付款额减免。 

 

德勤《IFRS 聚焦》（英文版 | 中文版）就 IFRS 16 的修订 — 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 及随后涵盖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后期间的豁免延长（英文版 | 中文版）提供了更多详情。 

 
对IFRS 9、IAS 39、IFRS 7、IFRS 4和IFRS 16的修订 — 利率基准改革（第2阶段） 

对IFRS 9、IAS 39、IFRS 7、IFRS 4和IFRS 16的修订旨在使主体能够反映从基准利率（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IBOR））过渡至替代基准利率的影响，而不会产生无法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信息的会计影响。 

为此 ，有关修订： 

• 就如何对因利率基准改革导致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会计处理提供

特定指引。这包括一项实务简便方法，要求在特定情况下通过修正工具的实际利率采用未来适用法对此类

变更进行核算。类似的实务简便方法也适用于承租人财务报表中的租赁负债。 

• 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和 IFRS 9 引入了一项现行要求的例外

情况，从而为反映利率基准改革所要求的变动的套期会计关系的正式指定和文件记录的变更不会导致终止

套期会计或指定新的套期关系。 

• 要求主体提供有关披露，以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利率基准改革产生的风险的性质与范围、主体如何

管理这些风险、完成从利率基准过渡至替代基准利率的进展以及主体如何管理这一过渡。 

已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保险合同》（IFRS 4）作出相应修订，以确保仍在应用 IAS 39 的承保人以

符合 IFRS 9 现行规定的方式对 IBOR 改革的影响进行会计处理，且并未规定停止应用有关修订的固定日期，而

是设计为随利率基准改革通过金融体系发挥作用而自然中止。 
 

德勤《IFRS 聚焦》（英文版 | 中文版）就 IFRS 9、IAS 39、IFRS 7、IFRS 4 和 IFRS 16 的修订 — 利率基准改革

（第 2 阶段）提供了更多详情。 

 

2021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 

除开展制定 IFRS 准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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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发布更新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应循程序手册》，阐

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的议程决定中的说明性材料的权威性源自 IFRS 准则本身，因此，如果采

用议程决定导致会计政策的变更，其应用须遵循 IAS 8 中有关追溯调整的一般要求。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应循程序手册》和每份《IFRIC 最新资讯》同时指出，预期主体将有充分时间确定

并实施任何必要的会计政策变更（例如，主体可能需要获取新的信息或修改其系统）。确定作出会计政策变

更的充分时间须运用判断并取决于主体特定的事实和情况。然而，预期主体应及时实施任何变更，并且若属

于重大变更，应考虑 IFRS 准则是否要求提供与变更相关的披露。 

委员会近期发布的议程决定如下：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8/definition-of-a-busines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6-amendment-covid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OVID-19-Related%20Rent%20Concession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ifrs-16-amendmen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IFRS%2016%20amendment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bor-phase-2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IBOR%20Phase%202_cnfinal.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about-us/legal-and-governance/constitution-docs/due-process-handbook-2020.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2019-ifric-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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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IFRIC 最新资讯》 供应链融资安排 — 反向保理 

2021 年 3 月《IFRIC 最新资讯》 IAS 38 — 云计算安排中的配置或定制成本 

2021 年 4 月《IFRIC 最新资讯》 IAS 19 — 将福利归属到服务期间 

 IFRS 9 — 因实际利率导致的现金流量可变性的套期 

2021 年 6 月《IFRIC 最新资讯》 IAS 2 — 销售存货所必需的费用 

 IAS 10 — 当主体不再持续经营时财务报表的编制 

2021 年 9 月《IFRIC 最新资讯》 IFRS 16 — 针对租赁付款额的不可返还的增值税 

 IAS 32 — 初始确认时归类为金融负债的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 

 

可供截止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提前采用的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 准则 

IAS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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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的潜在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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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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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所列的每一项均提供了概述新的或经修订 IFRS 准则的德勤《IFRS 聚焦》链接。 

 

IFRS 生效日期 – 自以下日期或之后开始的期间： 

新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 保险合同，包括对

IFRS 17 的修订 

2023 年 1 月 1 日* 

 

经修订的准则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务报表》（IFRS 1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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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决定无限期推迟有

关修订的生效日期。允许提前采用。 

对 IFRS 3 的修订 — 提及《概念框架》的内容（英文版 | 中文版） 2022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16 的修订 —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 投入既定用途前的收

益（英文版 | 中文版） 

2022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37 的修订 — 亏损性合同 — 履行合同的成本（英文版 | 中文版） 2022 年 1 月 1 日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IFRS 1）、IFRS 9、IFRS 16 和

《国际会计准则第 41 号——农业》（IAS 41）的修订 — IFRS 准则

年度改进 2018-2020 年周期（英文版 | 中文版） 

2022 年 1 月 1 日，但对 IFRS 16 的修订除

外，由于此项修订仅涉及一个示例，因此

并未规定生效日期。 

对 IAS 1 的修订 — 负债的流动与非流动划分（英文版 | 中文版），

包括负债的流动与非流动划分 — 推迟生效日期（英文版 | 中文版） 

2023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12 的修订 — 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

税（英文版 | 中文版） 

2023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1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 2 号》的修订 — 会计

政策的披露（英文版 | 中文版） 

2023 年 1 月 1 日 

对 IAS 8 的修订 — 会计估计的定义（英文版 | 中文版） 2023 年 1 月 1 日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0/ifric-update-december-2020/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march-2021/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april-2021/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june-2021/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september-2021/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7/ifrs-17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7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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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package-of-narrow-scope-amendmen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May%202020%20Narrow-scope%20Amendment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ackage-of-narrow-scope-amendmen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May%202020%20Narrow-scope%20Amendment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ackage-of-narrow-scope-amendmen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May%202020%20Narrow-scope%20Amendment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ackage-of-narrow-scope-amendmen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May%202020%20Narrow-scope%20Amendment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as-1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lassification%20of%20Liabilitie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as-1-1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oL%20Effective%20Date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deferred-tax-amendment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IAS%2012%20Deferred%20Tax%20Amendment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accounting-policie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Disclosure%20of%20Accounting%20Policies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accounting-estimates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Definition%20of%20Accounting%20Estimates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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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会计研究工具(DART)是汇集会计和财务披露文献的综合在线技术资料库。载于 DART 的 iGAAP 让您能够查

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各项准则全文，并提供下列内容的链接： 

 就按照 IFRS 准则进行报告提供指引的德勤具权威性的最新 iGAAP 手册；及 

 针对按照 IFRS 准则报告的主体的财务报表范例。 

此外，iGAAP《洞察数据价值》就鉴于可显著推动主体价值的更广泛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事项，企业必须

考虑的披露要求及相关建议提供指引。 

如需申请订阅 DART，请点击此处提出申请并选择 iGAAP 订阅计划。 

请点击此处了解关于 DART 的更多信息，包括订阅计划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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