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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聚焦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对 IAS 1 的
修订：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 
 
内容  内容概要 

• 有关修订保留了可在一份单一连续报表中、或在两份单独的连
贯报表中列报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选择。 

• 要求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后续将重分类至损益、及后续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两个类别。 

•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所产生的所得税必须按照上述基础进行分
摊。 

• 有关修订并未对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计量和确认构成影
响；该修订适用于自 2012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
间，允许提前采用。 

• 有关修订 

•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 示例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有关修订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发布了《其他
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对 IAS 1 的修订）》。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修订是 IASB 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联合项目的成果，以就其他综合收益所包含的项目的列
报及此类项目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分类提供指引。 

 
 

观察 
在对IAS 1的修订发布前，IASB的征求意见稿曾建议要求在一份连

续的综合收益报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即，删除了可在单独收益

表中列报的选择）。由于该建议遭到反对，IASB决定保留可在单

独收益表中列报的选择。 

有关修订引入了新的术语，包括“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和“损

益表”，但明确并不强制要求采用该等术语。主体可以保留更为人

熟知的报表标题。 

 
 
有关修订要求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 

• 在后续期间有可能将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以及 

• 在后续期间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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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可采用以下方式之一列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 按扣除相关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列报；或者 

• 按包含相关所得税影响的税前基础列报，并同时列示一项反映与此类项目相
关的所得税的总金额。 

 
如果主体按税前基础列报其他综合收益，所得税将需要在后续有可能重分类至损
益的项目、以及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之间进行分摊。 
 

 
观察 
有关修订并未涵盖哪些项目应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以及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是

否应当以及应在何时重分类至损益的概念事项，而是着重关注改善其他综合收益

的组成部分的列报方式。IASB承认，有必要制定一个针对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框

架，并且可能会将该事项添加至其未来的议程。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有关修订对自 2012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应予以全面追溯
应用。 
 
 
示例 

下文的示例摘自有关修订，旨在说明根据有关修订对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可选择
采用的两种列报方式。在实务中，实际的列报方式将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而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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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 — 在单一报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 
 
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收入 500,000 400,000 
 销售成本 (250,000) (200,000) 
 毛利 250,000 200,000 
 其他收益 20,000 15,000 
 管理费用 (500,000) (40,000) 
 其他费用 (15,000) (10,000) 
 经营利润 205,000 165,000 
 融资成本 (12,000) (12,000) 
 融资收益 18,000 17,000 
 税前利润 211,000 170,000 
 所得税费用 (67,520) (54,400) 
 本年利润 143,480 115,600 
    
 其他综合收益：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设定受益计划的精算利得/(损失) 10,000 (20,000) 
 与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3,200) 6,400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13,600) 
    
 后续有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量套期   
 - 本期产生的利得/(损失) 12,000 (16,000) 
 - 计入损益金额的重分类调整  (2,000) 2,500 
 与有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3,200) 4,320 
 后续有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9,180) 
    
 本年度其他综合收益/(亏损) 13,600 (22,780)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157,080 92,820 
    
 

利润归属于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母公司所有者 121,500 97,15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43,480 115,600 
    
 

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母公司所有者 135,100 74,37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57,080 92,800 
    
 

每股收益 本年度 
CU 

上年度 
CU 

 基本的每股收益 0.96 0.77 
 稀释的每股收益 0.9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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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 — 在两份报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 
 
损益表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收入 500,000 400,000 
 销售成本 (250,000) (200,000) 
 毛利 250,000 200,000 
 其他收益 20,000 15,000 
 管理费用 (500,000) (40,000) 
 其他费用 (15,000) (10,000) 
 经营利润 205,000 165,000 
 融资成本 (12,000) (12,000) 
 融资收益 18,000 17,000 
 税前利润 211,000 170,000 
 所得税费用 (67,520) (54,400) 
 本年利润 143,480 115,600 
    
 

利润归属于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母公司所有者 121,500 97,15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43,480 115,600 
    
 

每股收益 本年度 
CU 

上年度 
CU 

 基本的每股收益 0.96 0.77 
 稀释的每股收益 0.9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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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 — 在两份报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 
 
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本年利润 143,480 115,600 
    
 其他综合收益：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设定受益计划的精算利得/(损失) 10,000 (20,000) 
 与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3,200) 6,400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13,600) 
    
 后续有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量套期   
 - 本期产生的利得/(损失) 12,000 (16,000) 
 - 计入损益金额的重分类调整  (2,000) 2,500 
 与有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3,200) 4,320 
 后续有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9,180) 
    
 本年度其他综合收益/(亏损) 13,600 (22,780)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157,080 92,820 
    
 

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 本年度 
CU'000 

上年度 
CU'000 

 母公司所有者 135,100 74,37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57,080 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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