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可能会影响： 

 – 以下项目的收入确认时点：

 - 销售激励措施

 - 合同生产安排

 - 许可证和特许权

 – 向分销商和零售商支付款项的会计处理

 – 系统与流程，包括数据收集

收入的会计核算
正在改变
对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有哪些影响？

2017年3月

新的收入准则将于2018年1月1日生效，这可能影响企业的收入会计核算。
但这不仅仅是一种会计上的改变。

如果企业涉及：
 – 向分销商和零售商支付款项

 – 折扣、返利和其他激励措施

 – 合同生产安排

 – 质保

 – 退货

 – 许可证和特许权

 – 特许权费

与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使之对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或业务惯例将
如何发生变化有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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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销商和零售商支付款项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经常向其分销商及零售商支付各
类费用，例如产品陈列费 (“进场费”)，促销活动费或是联
合广告费用。在现行准则下，此类金额根据性质可抵减收
入，或确认为费用。

 – 在该项新准则下，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考虑其是否收
到一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或服务。如果是，则在享有该可
明确区分的商品或服务时将此类支付款项确认为费用；如
果不是，则将此类支付款项作为收入的减项确认。

 – 如果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不能估计所收到的商品或服
务的公允价值，或支付的款项超过了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的公允价值，则将相关支付款项或任何超额部分作为收入
的减项确认。

 – 复核涉及向分销商和零售商支付款项的安排，以确定这
些支付的款项是为了交换可明确区分的商品或服务而进
行的，还是代表了一项销售激励措施。

 – 对很多此类安排而言，这将要求公司运用重大判断、实
施适当的内部控制，并有充分资料以支持所作判断。

 – 制定或修改流程并调整系统，以获取此类安排的相关信
息。

折扣、返利和其他激励措施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提供的销售激励有很多种形式，
包括现金奖励、折扣和销量返利、免费或打折商品或服
务，以及客户忠诚度计划。在现行准则下，这些激励措施
按其种类可作为收入的减项、费用，或是单独的交付项目
（例如在客户忠诚度计划的情况下）核算。

 – 在该项新准则下，销售激励措施作为可变对价核算。可变
对价计入收入的金额以预计价格不确定因素消除后，累计
的收入金额非常可能不会出现重大转回的金额为限。该项
新准则的要求可能会影响部分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

 – 该项新准则中有关客户忠诚度计划的指引与现行惯例大体
类似。但是，该项新准则对于使用余值法在销售交易和奖
励积分之间分摊对价有所限制。

 – 对涉及销售激励措施的安排进行复核，并确定其对交易
价格的影响。

 – 考虑目前用于核算客户忠诚度计划的分摊方法在该项新
准则下是否仍然可用。

合同生产安排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在现行要求下，合同生产安排（例如消费品的生产）一般
作为产品销售处理，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在所生产的
商品交付给客户时确认收入。

 – 在该项新准则下，如果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确定自己
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履行生产商品的履约义务，则可在一段
时间内（例如随着生产进度）确认收入。在食品、饮料和
消费品公司根据客户的特定要求生产商品的安排下，收入
确认可能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这类安排可能符合在
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条件。

 – 复核合同生产安排以及此类安排下公司的义务，以评估
潜在影响。

 – 制定新的流程并调整系统，以对履约义务在一段时间内
履行完成的安排获取相关信息。

退货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在现行要求下，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按照预期的退
货水平调整收入。在该项新准则下，按照预期退货水平调
整收入，并确认退款负债的方法与当前指引大体相似。然
而，对部分公司而言，收入估计的具体方法可能有所不
同。

 – 复核现有方法，以评估是否符合新要求。

确定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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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公司往往在销售产品的同时提供产品质保。该项新准则将
质保分为两类。

 – 如果客户能够单独购买质保或是可以享受的质保服务超越
了仅保证产品符合约定规格的范畴(“服务类质保”)，则食
品、饮料和消费品公司将此类质保作为单独的履约义务核
算，即将交易价格分摊至产品和质保，并将质保相关收入
在质保期间内逐步确认，而非在产品销售的时点上确认。

 – 如果质保仅保证产品符合约定规格(“保证类质保”)，则与
现行要求类似，将其作为预提成本核算。

 – 复核质保安排，评估所提供质保的性质。
 – 评估为了能够单独核算作为单独履约义务提供的质保而

需对现有计费或财务系统所做的变动。

许可证和特许权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知识产权的许可证（例如特许权）在食品、饮料和消费品
行业实务中较为普遍。在该项新准则下，食品、饮料和消
费品公司首先需要确定是否采用新准则中有关许可证收入
的特定指引。

 – 在该指引下，如果许可证赋予客户持续获取相关知识产权
的权利，则相关收入在一段时间内确认；如果许可证赋予
客户使用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则相关收入在某一时点上
确认。尽管采用上述方法的结果可能与采用现行指引核算
许可证的结果类似，但在新准则下，食品、饮料和消费品
公司需要对每一项可明确区分的许可证进行复核，以评估
其性质。和现行做法相比，采用新准则可能会加快或者延
迟收入的确认。

 – 如果有关许可证的特定指引并不适用，则该许可证项目与
履约义务中其他承诺的商品或服务一起核算。

 – 评估涉及许可证的现有安排，以识别是否存在应该单独
核算的许可证项目。

 – 复核作为单独履约义务核算的许可证项目的性质，以确
定与之相关的收入是应在一段时间内确认还是应在某一
时点上确认。

 – 评估为获取所需信息而需对现有计费或财务系统所做的
变动。

特许权费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在该项新准则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基于销售或使用
的特许权费收入将在销售或使用发生时确认，或者如果更
晚，在分摊有特许权费的相关履约义务部分或全部履行时
确认。与当前的做法类似，该项新准则没有要求公司在将
许可证转让给客户时对相关金额进行估计。

 – 其他类型的特许权费在该项新准则下作为可变对价核算。

 – 评估现有安排，以识别基于销售或使用的豁免是否适
用。

 – 对不适用豁免的安排制定流程和控制，并做出要求的估
计和预测。

过渡方案选择1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 企业可以使用追溯调整法采用IFRS 15，重述可比期间并调
整最早可比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

 – 或者，企业可以在首次采用日采用IFRS 15，调整首个报告
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累积影响法）。

 – 量化并评估不同过渡方案的影响，包括在追溯调整法下
可用的便于实务操作的方法。

 – 对关键合同执行历史分析。考虑在采用追溯调整法时，
现行系统能否提供所需数据以生成可比信息。

i1. 阁下可以阅读我们的刊物 Transition to the New Revenue Standard（《收入准则过渡方案》）
和Issues In-Depth（《会计事项深度剖析》）以了解更多有关IFRS 15的具体资讯。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pdf/2016/06/revenue-transition-options.pdf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03/Revenue-transition-options-2016-06.pdf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pdf/2016/05/IFRS-practice-issues-revenu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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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的零售及消费品业服务致力于协助全球零售及消费品公司了解行业趋势及业务问题。毕马威成员所可为客户提供针对不
同行业的定制服务，为满足客户最迫切的业务需求提供增值服务。毕马威广泛的专业人员网络凭籍深厚的行业知识及丰富的工
作经验，可协助客户完成向新准则的过渡并解决相关问题。如果阁下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惯常的毕马威联系人或发送
邮件至 enquiries.cn@kpmg.com。 

完善稳健的评估阶段为项目成功奠定基础，因此企业应尽早执行评估，为实施阶段提供更多灵活性。评估阶段通常包括以下
任务：

工作任务 行动方案 交付成果

会计诊断
 – 复核当前会计政策及合同样本，识别会计

政策及信息披露的潜在缺口
 – 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文档和知识

缺口矩阵、热度图和合同复核汇总

流程和信息缺口分析
 – 识别新的信息和流程需求
 – 追踪这些需求至当前来源或识别缺口

业务需求文档、流程和信息缺口分析报告

技术和更广泛的影响 
评估

 – 识别对信息技术、税务、控制、运营、财
务规划与分析以及投资者关系等的潜在影
响

 – 识别组织内的缺口及关联

缺口分析、热度图和实施路线图终稿

过渡方案评估

 – 确定各个过渡方案对财务和业务可能造成
的影响

 – 评估企业在选择采用追溯调整法或累积影
响法时的准备情况

过渡方案评估报告

评估相关
影响

设计针对性的
方案

协助实现未来
目标

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帮助

毕马威的零售及消费品业服务

mailto:enquiries.cn@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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