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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内容概要 

• 能够提升矿石开采能力的剥采活动成本在符合特定标准时应确

认为一项非流动资产（“剥采活动资产”），但正常持续运作

的剥采活动成本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存货》（IAS 
2）进行核算。 

• 剥采活动成本应作为现有资产的增加或改良进行核算，并应根

据相关现有资产的性质归类为有形或无形资产。 

• 剥采活动资产应当按成本进行初始确认，并按成本减去折旧或

摊销及减值损失后的余额进行后续计量。 

• 主体将需要审慎考虑与资本化的成本相关的矿体成分或矿体组

成部分，因为这将确定如何计提资产的折旧。 

• 该解释公告对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

效，允许提前采用。 

新解释公告 

将生产剥采成本确认为资

产 

剥采活动资产的初始计量 

剥采活动资产的后续计量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新解释公告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20 号——地表采矿

生产阶段的剥采成本》（IFRIC 20）。IFRIC 20 适用于通过地表采

矿活动进行采掘的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源。 
 
在地表采矿的经营中，主体可能需要剥离无用的物质后才能开采矿

藏。在生产阶段中剥离的物质通常是品位不同的矿石和废料的混合

物。低品位物料的剥离可能产生可使用的存货并有助于进一步开采

较高品位的物料。 

 

IFRIC 20涵盖以下事项： 
 
• 将生产剥采成本确认为资产； 
• 剥采活动资产的初始计量；以及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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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采活动资产的后续计量。 

 

 

将生产剥采成本确认为资产 

如果剥采活动的利益通过生产存货的形式来实现，主体应当按照《国际会计准

则第 2 号——存货》（IAS 2）的原则来核算该剥采活动的成本。 

 

如果剥采活动的利益通过提升矿藏开采能力的方式实现，主体应当在以下标准

得到满足时将此类成本确认为一项非流动性资产（“剥采活动资产”）： 

 
1) 与剥采活动相关的未来经济利益（通过提升矿体开采能力）将很可能流入

主体； 

 

2) 主体能够识别开采能力得到提升的矿体的组成部分；以及 

 

3) 与该组成部分相关的剥采活动的有关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剥采活动资产应作为现有资产的增加或改良进行核算，并应根据相关现有资产

的性质归类为有形或无形资产。 

 

 

观察 

在制定 IFRIC 20 时，委员会意识到生产剥采成本在实务中存在多种不同的会计

处理，一些主体将所有剥采成本立即确认为生产成本费用，而另一些主体则使

用“矿藏使用期比率”法或其他类似方法对剥采成本进行资本化。 

IFRIC 20 排除了将所有剥采成本立即确认为费用、以及基于将在矿藏使用期内

预计发生的总成本应用标准成本法的做法，而是要求核算实际发生的成本及采

用分解法（granular approach）。这意味着使用标准成本法的主体将需要考虑标

准成本与实际发生成本之间的差异程度，以及采用矿藏使用期法而非已识别的

矿藏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在开发阶段发生的剥采成本一般被视为与矿藏整体相关来处理，因此根据

IFRIC 20 的引言，开发阶段和生产阶段之间的区分可能变得更为重要，但

IFRIC 20 并未就如何确定生产阶段何时开始提供任何进一步指引。 

除了生产剥采成本存在多种不同的计量和确认方法之外，现时剥采活动资产亦

存在多种不同的列报方式。预计 IFRIC 20 将能够使相关的分类更为一致。 

 

 

剥采活动资产的初始计量 

剥采活动资产应当按成本（即“为提升已识别的矿体组成部分的开采能力而实

施的剥采活动所直接发生的成本，加上直接可归属的间接成本的分摊”）进行

初始计量。与偶发性经营活动相关的成本不应纳入剥采活动资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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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委员会列出了下列可纳入剥采活动资产的直接可归属间接成本的例子： 

• 矿藏主管监管该矿藏组成部分的薪酬成本的分摊；及 

• 为实施剥采活动而专门租用的任何设备的租赁成本的分摊。 

委员会将在开展剥采工程的区域内建造通道作为偶发性经营活动的一个例子，

其成本不应纳入剥采活动资产。 

 

 

如果剥采活动资产和生产存货的成本并非单独可辨认，则此类成本应当使用基

于计算已识别矿体组成部分的相关生产指标的分摊基础，在生产的存货和剥采

活动资产之间进行分摊。该指标应当作为识别额外活动所创造的未来利益大小

的基准。该指标的例子包括： 

• 存货生产成本与预计成本的比较； 

• 鉴于特定矿石生产量，采掘的废料量与预计数量的比较；及 

• 鉴于特定矿石生产量，已采掘矿石的矿物含量与预计采掘的矿物含量的比

较。 

 

剥采活动资产的后续计量 

资产应当在因剥采活动而提升开采能力的已识别矿体组成部分的预计使用寿命

内，以系统的方式进行折旧或摊销。应当采用生产总量法，除非采用其他方法

更加恰当。已识别的矿体组成部分的预计使用寿命将不同于矿藏本身及使用矿

藏使用期法的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除非剥采活动能够提升剩余矿体整体的开

采能力（例如，“临近矿藏使用寿命终结时，已识别的矿体组成部分代表待采

掘的矿体的最后一部分”）。 

 

 

观察 

主体将需要考虑先前针对剥采活动资产初始计量和后续折旧/摊销的会计政策根

据 IFRIC 20 而言是否恰当。鉴于此，主体不仅应当考虑用以识别剥采活动资产

的分摊方法及该资产的折旧/摊销所使用的方法，还应当考虑该方法是否已适当

应用于已识别的矿体组成部分。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IFRIC 20 对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

用。 

主体应针对自最早列报期间的期初或以后日期发生的生产剥采成本应用 IFRIC 
20。截至过渡日因剥采活动产生的现有资产余额应重分类为与剥采活动相关的

现有资产的一部分，并在与每项现有资产余额相关的已识别矿体组成部分的剩

余预计使用寿命内进行折旧或摊销。如果不存在与现有资产余额相关的可辨认

的矿体组成部分，则现有资产余额应当在最早列报期间的期初计入期初留存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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