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办公室 

2010 年 9 月 

IFRS 聚焦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征求意见稿
《递延所得税：相关资产的收回》 
 
内容  

内容概要 

• 征求意见稿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IAS 12）
引入一项例外情况，即对特定资产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建立在特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将通过出售全
部收回的假设之上。如果存在资产的经济利益将在其经济寿命
内消耗的明显证据，则可推翻该假设。 

• 该例外要求适用于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40 号》（IAS 40）的
公允价值模式或《国际会计准则第 16 号》（IAS 16）和《国际
会计准则第 38 号》（IAS 38）的重估价模式进行计量的资产。
该例外要求还适用于企业合并中购买的、合并后购买方使用
IAS 40 的公允价值模式或 IAS 16 或 IAS 38 的重估价模式进行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动产、厂场和设备及无形资产。 

• 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0 年 11 月 9 日。 

• 有关建议 
• 过渡性规定 
• 生效日期 

 
 
 
 

 
IAS Plus 网站 
 
目前已有超过一千一百万人次
浏览我们的 IAS Plus网站。我
们的目标是成为互联网上最全
面的国际财务报告信息来源。
敬请定期查阅。 

 
有关建议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发布了征求意
见稿 ED 2010/10/11《递延所得税：相关资产的收回》。该征求意
见稿将对 IAS 12 的一般原则（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
负债的计量应当反映主体预计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方式所导致的
纳税后果）作出例外要求。 
 
制定该征求意见稿旨在应对某些司法管辖区对应用该原则遇到的
困难和涉及的主观因素的顾虑。例如，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应用该原则尤其困难，因为主体持有投资性房地产
可能既是为了赚取租金收入也是为了赚取资本增值，而税法对通
过出售收回资产产生的利得和损失采用的税率可能不同于使用同
一资产取得的收入所适用的税率。此外，税法可能还基于不同的
收回方式对同一资产规定不同的计税基础。例如，一些司法管辖
区可能规定成本基础加处置时通货膨胀的指数化扣除，但不允许
扣除折旧或只允许对初始成本计提折旧。这导致了该原则在实务
应用中的混淆和潜在不一致。 
 

针对上述情况，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议对下述资产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作出例外规定： 

• 使用 IAS 40 的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 使用 IAS 16 或 IAS 38 的重估价模式计量的不动产、厂场和设

备或无形资产； 
• 企业合并中购买的、合并后使用公允价值或重估价模式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动产、厂场和设备或无形资产。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uk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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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资产，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一项可推翻的假设，即递延所
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应反映资产的账面价值通过出
售全部收回的纳税后果，除非存在主体将在资产的经济寿命内消
耗资产经济利益的明显证据。 

 
 观察 

建议的修订将取代 IAS 12 对确定资产账面价值的预期收回方式的
现行要求，并附有一项可推翻的假设，即，对于指定的资产，账
面价值将通过出售全部收回。  
 
目前，在一些情况下，资产被判断为部分通过使用及部分通过出
售收回。建议的修订表明，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账面
价值将假定为通过使用或出售全部收回。 
 
在不对资产出售征税的司法管辖区，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主体
（按照 IAS 40 使用公允价值模式核算）将不再对公允价值利得或
损失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这是因为，通过出售收
回全部账面价值不会产生纳税后果，不论主体是否打算在出售前
的一段时间内使用该房地产赚取租金收入。 

  
过渡性规定 

征求意见稿建议对 IAS 12 的修订应追溯应用。这包括在建议修订
的适用范围内追溯重述所有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包括在企业合并中初始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
债。 

 
建议的修订在生效时将取代《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21 号——
所得税：已重估非折旧资产的收回》。 
 

生效日期 

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0 年 11 月 9 日。征求意见稿并未对生效日
期作出规定。理事会将在考虑其收到的有关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后
再确定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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