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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聚焦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特定 IASB 项目
的过渡性规定和生效日期发布公众意
见征询文件 
 
内容  

内容概要 

• 公众意见征询文件（RV）就实施预计于明年发布的新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所涉及的时间和工作征询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 公众意见征询文件就未来准则的适当过渡性规定和生效日期进
行询问，并包括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趋同及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首次采用者相关的考虑事项。 

• 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1 年 1 月 31 日。 

• 背景 
• 范围 
• 准备过渡到新要求 
• 新要求的生效日期和提

前采用 
• 国际趋同考虑事项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首次

采用者的考虑事项  背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一份公众意见征询文件 1

（RV），就预计将于明年发布的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施及其
生效日期征询公众意见。IASB 编排紧密的议程以及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终稿的发布时间最近受到广泛关注。财务报表编制人对在较
短时间内实施数量如此之多的新准则所需的庞大资源表示忧虑。
作为回应，IASB 最近修改了工作计划，以优先实施若干项目并延
长其他项目的时间。IASB 现时通过该公众意见征询文件着重关注
未来准则的实施要求和生效日期。 

公众意见征询文件的征询事项包括：采用新准则预计所需的时间
和工作，有助于更具成本效益地管理变更的实施时间表和采用顺
序表。IASB 计划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制定一项实施计划，以协助
利益相关方适当管理变更的成本和步伐。公众意见征询文件的征
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1 年 1 月 31 日。 

范围 

IASB 现正就其当前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准则制定项目的生效日
期和过渡性规定征询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征询文件涵盖下列项
目： 

• 公允价值计量 
• 金融工具（IFRS 9） 
• 保险合同 
• 租赁 
• 离职后福利－设定受益计划－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

（IAS 19）的建议修订 
•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建议修订 
• 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1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向利益相关
方征询类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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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预计将于 2010 年 12 月发布关于合并及合营安排的准则终稿，包括过渡
性规定和生效日期。根据公众意见征询文件，IASB 可能会根据收到的公众对
征询文件的反馈意见，修改这些准则的生效日期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的生效日期。同时，IASB 在制定其他未来准则（如，财务报
表的列报、及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的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时，也会考
虑其收到的反馈意见。 

准备过渡到新要求 

过渡性规定是确定采用新准则所需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决定适当的过渡方
法（追溯应用或未来适用法）时，IASB 权衡了追溯应用准则的成本和可行性
以及实现期间可比性的好处。在平衡成本和效益时，IASB 还可能决定 (1) 限
制主体需要修订之前已发布的财务信息的程度（“有限追溯应用”）或者 (2) 
要求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仅适用于特定生效日期之后的交易和事项（“未来适
用法”）。 

IASB 针对每个征求意见稿制定了临时的过渡性规定，并就建议的过渡性规定
征询公众意见。IASB 有兴趣了解各方如何看待单个项目层次的临时决定对整
个实施计划的影响。下表汇总了各征求意见稿建议的过渡性规定： 
 
项目 过渡性规定 
合并 有限追溯应用 
公允价值计量 未来适用法 
金融工具（IFRS 9） 追溯应用（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 
保险合同 有限追溯应用 
合营安排 有限追溯应用 
租赁 有限追溯应用 
离职后福利－设定受益计划 追溯应用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 追溯应用 
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追溯应用 

新要求的生效日期和提前采用 

IASB 正在就公众意见征询文件范围内的项目生效日期的两种广义方法征求反
馈意见：(1) 单一日期法（所有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都在同一日期生效）；或 
(2) 顺序生效法（每项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都有单独的生效日期）。IASB 就两
种备选方法征询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包括两者的优点和缺点。IASB 同时就是
否应当允许提前采用部分或所有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征求反馈意见。 

国际趋同考虑事项 

IASB 议程中的许多项目是与 FASB 的联合项目。公众意见征询文件专门就
IASB 和 FASB 是否应当要求联合项目采用相同的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进行
询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首次采用者的考虑事项 

一些利益相关方担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可能需要在短期内对会计
政策作出两次重大变更。为回应这一忧虑，公众意见征询文件建议了两种方
法：(1) 允许首次采用者提前采用新的及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 (2) 
允许首次采用者将某些或全部新的及经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采用时间推
迟至指定时间。IASB 现正就这些方法征询公众意见，所收到的反馈意见（如
有）将被用于解决首次采用者的忧虑。 

 
 观察 

采用多项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产生的会计及运营影响可能是广泛的。新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可能对整个组织内多个部门构成影响，包括会计和财务部、销售
部、信息技术部、法律和财资部。而主体可能需要(1)修改信息技术系统，(2)评
价合同和协议的现行条款，(3)评估会计政策以确保会计政策在需要作出重大判
断的领域得到一贯应用，以及(4)考虑对财务比率和财务指标的影响。由于许多
项目在最终定稿后将导致财务报告和运营发生重大变更，我们鼓励利益相关方
认真考虑公众意见征询文件中的问题并向 IASB 提供有意义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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