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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年1月30日发布了一份题为《国
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实施后的修订
（对IFRIC 9和IFRIC 16的建议修
订）》的征求意见稿(ED/2009/1)，建
议对以下两项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
进行修订： 
 
•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9

号——嵌入衍生工具的重估》
（IFRIC 9）：将同一控制下的
主体或业务合并时或者形成合营
企业时所取得的合同内的嵌入衍
生工具，排除在IFRIC 9的范围之
外；以及 

 
•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16

号——国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IFRIC 16）：为对国外经营净
投资进行套期，允许将其净投资
被套期的国外经营所持有的工具
指定为套期工具。 

建议修订被认为相对细微，因此反馈
时间较短，截止期为2009年3月2日。 
 
对IFRIC 9的建议修订 

IFRIC 9目前特别将“在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合同[及]
在购买日可能对此类合同进行的重
估”排除在IFRIC 9的范围之外。但
并未提及同一控制下的主体或业务合
并时或者形成合营企业时所取得的合
同内的嵌入衍生工具的重估。 
 
在2008年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
号——企业合并》（IFRS 3）中“企
业合并”的定义进行修订之后，反馈
意见者认为上述交易现属于IFRIC 9的
范围，而这并不是理事会的初衷。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ED/2009/1建议修订
IFRIC 9第5段，以确认作为同一控制
下交易的一部分或者形成合营企业时
所取得的合同内的嵌入衍生工具不属
于IFRIC 9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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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订将以未来适用法应用于自
2009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
年度期间，除非 IFRS 3（2008）在
更早的期间内采用，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修订应自相同日期开始应用。 
 
对 IFRIC 16 的建议修订 

IFRIC 16 第 14 段指出，为对国外
经营净投资进行套期，该套期工具
不能为其净投资被套期的国外经营
所持有。原 IFRIC 16 包括这一限制
规定是因为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
会（IFRIC）认为，母公司功能货
币与套期工具和净投资的功能货币
之间的汇兑差额将作为合并过程中
自动纳入集团的外币折算差额。 
 
IASB注意到在实务中不一定总是符
合上述情况（例如，当国外经营出于
法律或监管原因订立外部衍生工具合
同时，则不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不
采用套期会计，则套期工具产生的部
分汇兑差额将纳入合并损益。因此，
ED/2009/1建议修订IFRIC 16第14段
以删除针对可以持有套期工具的主体
的限制。 
 
建议修订自 IFRIC 16 的生效日期开
始应用，即对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
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
（采用未来适用法），允许提前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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