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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动态
在本期国际／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动态中，我们为您奉上有关IASB提议的实务说明《重要性在财
务报表中的应用》一文。另外，我们与您分享坎农街关于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披露议
案、借款费用、共同控制以及业务的定义等报道。

本篇内容：

1 重要性在财务报表中的
应用
提议的实务说明
2 坎农街报道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披露议案
借款费用
共同控制
业务的定义

提议的实务说明《重要性在财务报表中的应用》
本文让我们快速了解IASB发布的作为披露议案组成部分的新征求意见稿。
IASB发布了关于实务说明《重要性的应用》
的征求意见稿作为正在进行的披露议案项目
的组成部分。然而，征求意见稿未提及重要性
的定义，因为这将包含在披露原则讨论稿中。
实务说明，非准则
这仅是第二个提议的实务说明。第一个发布的
实务说明包括管理层评论。实务说明并非IFRS
的权威组成部分，但仍应遵循完整的谨慎性程
序。然而，各国政府可以选择是否将其作为国
家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强制性组成部分。
提议

征求意见稿详细阐述了重要性的特征，包括
广泛性，在评估重要性时使用的必要性，对定
性和定量因素的考虑，以及单独或汇总的评
估。还讨论了在管理层考虑财务报表的列报
和披露时了解重要性评估的重要性。
它讨论了一般目的财务报表的各种使用者的
需求及其特征。上述讨论主要基于概念框架
中包含的指南。
它也表明编制者将需要进行权衡，以便在财务
报表及其附注中包含适当范围的信息。

征求意见稿旨在协助管理层在根据IFRS编制
一般目的财务报表时应用重要性的概念。

最后，它也提及了与当期和以前期间相关的错
报问题－识别出的错报，以及管理层对上述
错报拟实施的应对措施。

征求意见稿包括关于以下内容的指南：

未来的工作？

• 重要性的特征；

该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期截止于2016年2月
26日。

• 在对列报和披露财务报表中的信息作出决
策时如何应用重要性的概念，以及
• 如何评估信息的遗漏和错报对财务报表而
言是否重大。

实务说明草案不会修改重要性的定义或引入
新的概念，但是我们仍鼓励编制者考虑上述
提议，并回应IASB的反馈邀请。

坎农街报道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IASB讨论了对与“自身权益”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相关的挑
战的分析，以及IAS 32如何处理这些挑战。IASB认为对“自身
权益”衍生工具进行分类的任何方法将要求保持反映权益和

非权益工具的相关交换以及这样做带来的操作上的挑战之间
的平衡。IASB将会继续在未来的会议上就此进行讨论。

披露议案
IASB告知工作人员开始讨论稿《披露原则》的投票流程。

对IAS 7单独的修订。将会在未来的会议中讨论对流动性范围
更广的检查的披露，同时也考虑对议程咨询的反馈。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披露将不会纳入IAS 7“现金流量表”关
于筹资活动相关的债务的调节项的修订中，而将最终会作为
与已完工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借款费用
IASB同意采纳解释委员会的建议，澄清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完工时，其专门借款的余额应转作一般借款。该修订将

纳入《2015-2017年度改进项目》的征求意见稿中。

共同控制
对之前持有的权益的重新计量

通过“改变权益”的交易而获得共同控制

IASB同意采纳解释委员会的建议，澄清在主体获得对满足
“业务”定义的共同经营的控制权时，应重新计量之前对共同
经营享有的权益。

IASB同意采纳解释委员会的建议，澄清在之前作为满足“业
务”定义的共同经营的参与方获得对该共同经营的共同控制
权时，不需要重新计量之前持有的权益。

对IFRS 3“业务合并”实施后审议的第一个成果：业务的定义
IASB对如下事项做出了暂时性决定：
• 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或资产组合）必须包括一项投入和一个实质的加工处理过程，并且可以一起具备创造产出的
能力，则被认为是购买了一项业务。
• 删除了关于市场参与者可以提供所缺少的要素，并继续形成产出的情况下，被购买的组合是一项业务的规定。
• 如果被购买总资产的公允价值主要集中在某一个可辨认资产或类似可辨认资产组合中，则被购买的组合不应被认为是一
项业务。
• 需要考虑“产出”的定义，强调“产出”是需要给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
• 增加示例来帮助财务报表编制者理解“业务”的定义。
• 主体需要采用未来适用法执行该项对IFRS 3的提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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