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办公室 

2011 年 8 月 

IFRS 聚焦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议推迟《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的强制生效日
期 
 
内容  

内容概要 

• 征求意见稿建议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IFRS 9）的强制生效日期推迟至自 2015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

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允许提前采用。 

• 建议不改变重述比较信息的一般要求，但将保留在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开始的期间内采用 IFRS 9 时可以不重述比较信息的

有限豁免。 

• 建议的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 

建议 
 
 
 
 
 
 
 

 

 
建议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发布了征求意见

稿 ED /2011/3《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议推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9 号>的强制生效日期》（下称“征求意见稿”）以征询公众意

见，征求意见稿建议将 2009 和 2010 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金融工具》（IFRS 9）的强制生效日期推迟至自 2015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征求意见稿将继续允许提前采用，

建议的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 

IASB 建议根据金融工具项目剩余阶段的预计完成时间的近期变更

推迟 IFRS 9 的强制生效日期。IASB 的意图是允许主体同时采用金

融工具项目的所有阶段，以及现正制定的保险合同准则（如可

能）。 
 
金融工具和保险项目剩余阶段的最新时间安排如下： 
 
项目 下一阶段的预期项目成果 
金融工具  
减值 于 2011 年下半年重新征询公

众意见或发布复核草稿 
一般套期会计 于 2011 年第四季度发布准则

终稿 
宏观套期会计 于 2012 年第一季度发布征求

意见稿 
资产和负债的抵销 于 2011 年第四季度发布准则

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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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 于 2011 年第四季度或 2012 年

重新征询公众意见或发布复核

草稿 
 

观察 
IFRS 9 的过渡性规定为在始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期间内采用

该准则的主体提供与比较信息列报相关的有限豁免。征求意见稿不

建议延长豁免期，因为 IASB 认为主体现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实施

IFRS 9，所以无需这样做。但是征求意见稿指出，部分准则制定的

参与者已要求延长该豁免期，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在 IFRS 9 初始采

用日之前对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继续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这一规定，因此要求

IASB 就此事项提供意见。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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