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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12号>实施后审议

（意见征询稿）》简介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于 2020年 12

月 9 日发布了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

务报表》（以下简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以下简称《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下简称《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12 号》）等三项准则实施后审议的意见征询稿。征

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1年 5月 10日。现将意见征询稿简要

介绍如下：

一、背景信息

实施后审议是理事会制定和完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

循程序的一项必要环节，以帮助理事会评估相关准则对财务

报表使用者、编制者和审计师的影响。理事会拟通过实施后

审议工作评估以下内容：一是执行相关准则的主体生成的财

务报表，是否如实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是否有助于

财务报表使用者知悉相关情况后进行经济决策；二是准则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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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否带来挑战；三是准则中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执行不一致

的领域；四是执行准则相关规定时，或者在使用或审计准则

所要求提供的信息时，是否产生未预期的成本。

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 11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等三项准则的实

施后审议分为两个阶段：

（一）实施后审议的第一阶段。

理事会已于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4月完成了实施后审

议的第一阶段，通过审阅相关文件、与利益相关方讨论、研

究相关学术论文等文献，识别和评估需要在意见征询稿中进

一步检验的问题。理事会实施后审议第一阶段的主要发现如

下：

1. 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

第一阶段的反馈表明，利益相关方认可将控制作为确定

合并范围的唯一标准。有些利益相关方认为，执行《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涉及到重大判断，在某些情形下是有

挑战性的。例如，当可获得的信息可能产生不止一种结论，

或当主体或其他方不确定某项权利或义务是否存在时，进行

判断即存在挑战。

由于结构和安排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因此理事会未

采用定量标准，而是将控制作为确定合并范围的唯一标准，

这要求在进行判断前须对所有的法律要求、合同、其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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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况进行全面、定性的评估。理事会认为，使用判断来确

定投资方是否对被投资方存在控制，是必要且恰当的。

2. 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要求，对合营安排的会

计处理应当反映参与方在合营安排中的权益所带来的权利

和义务。该要求旨在解决的问题涉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31

号——合营中的权益》第 7(b)段中将合营安排认定为合营企

业的两项标准，它被理事会认为有碍于对合营安排的高质量

报告。利益相关方不反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的

相关要求，但有些利益相关方对准则中部分规定有所担忧，

主要涉及特定情形下合营安排的分类、对共同经营的会计处

理要求等。

3. 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

在第一阶段，利益相关方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的反馈意见很少。有些利益相关方建议增加信息披露要

求，但有些利益相关方则认为部分信息披露要求过高。

（二）实施后审议的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理事会将综合考虑对本意见征询稿的反馈

意见、与利益相关方的讨论情况、执行准则对财务报告影响

的相关研究（包括学术论文）等，以确定未来的工作计划。

理事会可能据此在其议程中增加准则制定项目和/或研究项

目，但也可能决定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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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是否增加准则制定项目时，理事会将评估以下内

容：一是对特定交易或活动的报告是否存在缺陷；二是审议

的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重要性；三是可能受影响的

主体类型；四是反馈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是否具有普遍性或严

重性。

二、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反馈意见者的信息。

问题 1：为了解各利益相关方群体是否有相似的观点，

理事会希望了解：

(a) 您在财务报告方面的主要角色是什么？您是财务报

表使用者、财务报表编制者、审计师、监管者、准则制定者

还是学术专家？您代表某一专业会计机构吗？如果您是财

务报表使用者，那么您属于何种类型，例如，您是卖方分析

师、买方分析师、信用评级分析师、债务人或债权人，还是

资产或投资组合管理者？

(b) 您所在的主要国家或地区和行业。例如，如果您是

财务报表的使用者，那么您关注或投资于哪些地区？请说明

您对问题 2 至问题 10 的回复是否与您所在的主要国家或地

区和行业无关。

（二）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的问题。

1．关于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问题 2(a)：根据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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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第 10段至 14

段和第 B11段至 B13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投资方识别被

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2）识别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是否在某些情形下存在

挑战，这些情形出现的频率如何？在这些情形下，还有哪些

因素与识别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有关？

问题 2(b)：根据您的经验：

（1）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第 B26 段至

B33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投资方确定其所享有的权利是

否为保护性权利？

（2）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第 B22 段至

B24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投资方确定其所享有的权利（包

括潜在表决权）是否不具有或不再具有实质性？

问题 2(c)：根据您的经验：

（1）在其他股权分散的情形下，应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10号》第 B41段至 B46段，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

不持有多数表决权的投资方对其是否已获得（或丧失）主导

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实际能力进行恰当评估？

（2）问题 2(c)(1)中所描述的投资方需进行评估的情形，

其出现的频率如何？

（3）获取评估所需信息的成本是否重大？

2．关于权力和回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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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a)：根据您的经验：

（1）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第 B60段（以

及应用指南第 B62段至 B72段），将在多大程度上使投资方

能够确定决策者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2）是否存在确定代理关系时存在挑战的情形？如果

是，请描述在这些情形下确定代理关系所存在的具体挑战。

（3）这些情形发生的频率如何？

问题 3(b)：根据您的经验：

（1）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第 B73 段至

B75段，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投资方评估当其他方作为实

质代理人行事时，控制是否存在（即，当各方之间缺少合同

安排时）？

（2）问题 3(b)(1)中所描述的投资方需进行评估的情形，

其出现的频率如何？

（3）请描述会导致投资方需进行上述评估的情形。

3．关于投资性主体

问题 4(a)：根据您的经验：

（1）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第 27 段中的

定义，以及第 28 段中的投资性主体典型特征，将在多大程

度上导致结果具有一致性？如果您发现结果不一致，请进行

描述并解释具体情形。

（2）您认为，上述定义和对典型特征的描述将在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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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导致分类结果无法相关地、如实地反映投资性主体的

实质？例如，对投资性主体的定义和典型特征的描述是否包

括了（或排除了）您认为应排除的（或应包括的）投资性主

体类型？请解释原因。

问题 4(b)：根据您的经验：

（1）要求投资性主体对它同为投资性主体的子公司的

投资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否会带来信息缺失？若有，请

提供所缺失的有用信息的细节，并解释为何您认为这些信息

是有用的。

（2）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第 32 段中所规

定的标准，是否还有其他标准与投资性主体合并豁免的应用

范围相关？

4．关于会计处理

问题 5(a)：根据您的经验：

（1）以下交易、事件或情况出现的频率如何：

① 使投资方和被投资方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例如，

由母公司转变为共同经营方）；

②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中未予解决。

（2）主体如何对使投资方和被投资方之间关系发生转

变的交易、事件或情况进行会计处理？

（3）在导致控制权丧失的交易、事件或情况中，以公

允价值对剩余权益进行重新计量是否能够提供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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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如果不能，请解释原因，并描述相关的交易、事件

或情况。

问题 5(b)：根据您的经验：

（1）主体如何对投资方取得对不构成业务的子公司的

控制权（其中，是否构成业务依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中的定义）进行会计处理？投资方是否确

认不归属于母公司权益的非控制性权益？

（2）这些交易发生的频率如何？

（三）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的问题。

1．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范围以外的合作

安排

问题 6：根据您的经验：

(a) 由于参与方不具有共同控制，而未能满足《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11号》中所定义“合营安排”的合作安排的普遍

性如何？请对这些合作安排的特征进行描述，包括它们是否

通过单独法律主体而构造。

(b) 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体如何对这些合作安排

进行会计处理？这些会计处理方式是否能够如实反映该安

排？为什么？

2．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

问题 7：根据您的经验：

(a) 合营安排的参与方在确定合营安排的分类时，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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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形式和合同安排之外还需考虑其他事实和情况的情形，其

频率如何？

(b) 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第 B29段至 B32

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投资方基于“其他事实和情况”来确

定合营安排的分类？是否有其他因素可能与该分类相关，但

未被包括在第 B29段至 B32段中？

3．关于共同经营的会计处理

问题 8：根据您的经验：

(a) 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中的相关规定，

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共同经营方相关地、如实地报告其资

产、负债、收入和费用？

(b) 是否在某些情形下共同经营方无法进行上述报告？

如果是，请描述这些情形，并解释为什么不能相关地、如实

地反映共同经营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

（四）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的问题。

问题 9：根据您的经验：

(a)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的披露要求能够在多

大程度上帮助主体实现该准则的目标，特别是满足其引入的

新要求（例如，对每个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披露概要

信息的要求）？

(b)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的披露要求能否帮助

主体确定为实现该准则的目标所必需的信息详尽程度，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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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用信息既不因纳入过多细节而被掩盖，也不因汇总不同

特征项目而被隐藏？

(c) 是否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未规定、但对

实现该准则目标有用的额外信息？如有，请解释原因以及这

些信息是如何被使用的。请对这些信息的披露方式提出建

议。

(d)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是否要求提供了对实

现该准则目标无用的信息？如有，请指出您认为不必要的信

息，说明为何它是不必要的，以及该准则的哪些要求导致要

提供这些信息。

（五）关于其他主题的问题。

问题 10：对于本意见征询稿中未涉及的主题，包括由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号》与其他准则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导致的，您认为是否有与本次实施后审议相关的主题？如

果有，请解释该主题，并阐述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