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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
             2011年 6月第 20期 

  

雇员福利会计处理的修订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雇员福利》（IAS 19）修订版是一项旨
在对现行 IAS 19进行有限修订的最终成果。本修订版由国际会计准
则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于 2011年 6月 16日发布。 

 本次修订的影响 

下表总结了本次修订相较现行 IAS 19的重要变化： 

相较现行 IAS 19
的重要变化 

潜在影响 

所有精算利得和
损失将立即在其
他综合收益中予
以确认 

 

  

该修订要求立即确认所有精算利得和损失，而
现行 IAS 19中的区间法相应废止。目前应用
区间法企业的财务状况表将因此受到影响，并
出现较大波动。该修订还将影响那些目前立即
在损益中确认精算利得和损失企业的损益情
况。 

那些应用区间法的企业可能需要与其借款人进
行讨论，重新修订借款协议中相关条款的定
义。  

 

摘要：  

• 精算利得和损失

立即在其他综合

收益中予以确认 

• 计算确认在损益

中计划资产预计

回报时使用的折

现率，应与计算

设定受益义务的

折现率相同；大

多数企业的净利

润将受此影响 

• 新的要求将于

2013年 1月 1日

或以后日期开始

的年度期间生效 

我们即将发表的刊物
《First Impression: 
Employee benefits》将提
供最新要求的更多详
情，并讨论一些潜在的
应用问题。阁下如欲索
取此刊物，请与毕马威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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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理事会原计划对雇员福利的会计处理
进行全面审核，但其随后推迟了该计
划，从而集中精力对准则进行更为有
限的修订。本修订版为此有限修订的
最终成果。 

现行 IAS 19规定，雇员福利应根据
计算公式分配至相应服务期间，修订
后的准则并未对上述计量方法进行修
改。此外，对于员工在以后年度提供
的服务相较之前年度水平更高的情形 

 

（即“后期承担福利”）现行 IAS 
19要求按直线法确认费用，修订后
的准则对此也未进行修改。 

修订概述 

范围和多雇主计划 

修订后的准则没有对 IAS 19的范围
进行修改，因而并未采纳部分人士要
求豁免多雇主计划按设定受益会计进
行处理的提议。修订后的准则还对多
雇主计划提出了更多披露要求。 

相较现行 IAS 19的重
要变化 

潜在影响 

融资成本—修订计算基
础 

由于在修订后，净利息可以简单地通过将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
与计算设定受益义务时使用的折现率相乘来计算，持有计划资产的
性质将不会影响净融资成本或收益。该修订的影响将会随着计划资
产预期回报率与确定受益义务使用折现率之间差异的扩大而扩大，
并可能导致企业需要重新平衡其投资组合。 

企业可能愿意重新考虑修订后准则对其契约条款测试的影响。例
如，对融资成本核算的变化可能影响利息保障指标的计算。企业可
能愿意重新考虑在员工薪酬等安排中采用的绩效指标。 

设定受益计划的额外披
露要求 

拥有大量离职后设定受益计划的企业需要谨慎计划用以评估披露要
求及如何更好汇总披露的方法。 

修订短期和其他长期雇
员福利的定义 

对于短期和其他长期雇员福利的区分不仅影响分类，还将影响其计
量方法。与之前相比，更多的雇员福利将会被划分为长期雇员福
利。 

企业需要重新考虑其之前一直在短期和其他长期雇员福利中核算的
雇员福利的分类。企业还需经常对雇员福利的分类进行审阅，以防
预期出现非临时性变更。 

辞退福利的确认时点可
能发生变化 

对于提供作为重组计划一部分的辞退福利的企业而言，他们可能发
现辞退福利的确认时点会随着辞退计划细节的不同而改变，并可能
会早于企业“明确承诺”的时点。 

目前该类福利在企业明确承诺将强行终止雇佣或提供自愿离职福利
时确认。而修订后的准则要求，辞退福利的确认时点为企业确认相
关重组费用之日与企业无法撤销提供福利的承诺之日中的较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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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包括删除区间法 

设定受益义务现值和计划资产公允价
值的所有变动，将会在其发生的当期
于财务报表中确认。修订后的准则： 

• 删除了区间法；以及 

• 要求立即全额确认过去服务成本 

因此，确认的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
应为： 

• 设定受益义务的现值 

• 减计划资产的公允价值 

• 考虑资产上限测试的影响，这可
能涉及根据《国际财务报告解释
公告第 14号——<国际会计准则
第 19号>：对设定收益资产的限
制、最低资金要求及其相互作用》
（IFRIC 14）的规定对已提供服
务的最低资金要求确认额外的负
债。 

修订后的准则将会对目前应用区间法
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精算利得和损
失将不再递延确认，这会同时影响财
务状况表中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
的金额以及损益中确认的金额。 

列报—包括净利息收入/支出计算的
变化 

在列报方面，修订后的准则将设定
受益净负债（资产）的变动分为不
同的部分，按以下方法在综合收益
表中确认： 

• 服务成本（包括过去服务成本与
结算成本）—在损益中确认； 

• 净利息—同样在损益中确认； 

• 对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的
重新计量—在其他综合收益中
确认。 

现行 IAS 19允许企业将所有精算利
得和损失计入损益，修订后的准则不
再允许企业采用这种做法。 

征求意见稿中建议应明确企业在损益
中列报服务成本和融资成本的位置，
但该建议并未被采纳。 

服务成本  

当期服务成本将计入损益。此外，服
务成本将包括过去服务成本（该等成
本现在包括在缩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中）以及结算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见
下）。 

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的净利息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按计量设定受益义
务时使用的折现率（一般为高质量公
司债券的利率）来计算设定受益净负
债（资产）的净利息。企业应按照期
初确定的折现率，计算期初的设定受
益净负债（资产）、并随着本期设定
受益净负债（资产）因提存和支付福
利产生的变化对折现率进行调整。 

因此，计划资产的全部预期回报将不
再于损益中确认。由于现行 IAS 19
计算设定受益义务时使用的折现率一
般低于其计算计划资产预期回报时使
用的折现率，修订后的准则将使很多
企业的净利润出现下降。尽管如此，
一些企业的净利润也可能出现增长。 

重新计量 

在修订后的准则中，对设定受益负债
（资产）的重新计量包括： 

• 设定受益义务的精算利得或损失； 

• 计划资产的回报，除包含在设定
受益净负债（资产）净利息中的
金额以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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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资产上限的变化，除包含在
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的净利
息中的金额以外。 

根据修订后的准则，重新计量产生的
变动将会立即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
修订后准则有关立即确认精算利得或
损失（即删除区间法）的规定将会对
目前采用 IAS 19中的区间法的企业
和目前在损益中确认所有设定受益义
务变动和计划资产变动的企业产生重
大影响。 

缩减和结算的影响 

按现行 IAS 19，采用区间法的企业
在计算缩减和结算损益时将包含部分
未确认的精算利得或损失。而根据修
订后的准则，企业将不再有未确认的
精算利得或损失，因此这些包含在现
行 IAS 19有关缩减和结算中的指引
也被一并删除。在修订后的准则中，
结算支出将继续作为成本的一部分在
损益中确认。这与征求意见稿中提出
的因结算进行重新计量产生的变动在
其他综合收益中列示不同。现行将缩
减支出在损益中确认的要求将不会改
变，尽管缩减支出将成为过去服务成
本的一部分。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企业
以描述性陈述对发生的缩减、结算及
计划修订进行披露。 

定义 

短期和其他长期雇员福利 

修订后的准则修改了对短期和其他长
期雇员福利的定义，两者的差异取决
于企业预期将在何时完全结算该福利。
根据修改后的定义，企业预期能在员
工提供服务的年度报告期期末之后的
12个月内全部结算的雇员福利为短
期雇员福利。如不符合上述情况，则
属于其他长期雇员福利。 

由于对结算的预期可能发生变化，修
订后的准则提出若企业对结算时点的
预期出现暂时性变动，企业无须将短
期雇员福利重分类为长期雇员福利。
然而，修订后的准则明确指出若企业
对结算时点预期的变动并非暂时性或
雇员福利的特征发生变化，则企业应
考虑是否对雇员福利的分类进行调整。 

这项对定义的修改可能导致企业在采
用修订后的 IAS 19时，必须将其部
分按现有方法核算的雇员福利重新分
类为短期或其他长期雇员福利，并相
应调整上述福利的计量要求。 

计划资产回报 

理事会修改了对计划资产回报的定义
以明确以下事项： 

• 行政费用的处理：修订后，计划
资产回报包括任何因管理计划资
产发生的成本，而上述成本也将
作为重新计量的一部分，在其他
综合收益中确认。根据修订后的
准则，其他行政费用不会从计划
资产的回报中扣除。 

• 计划资产的应交税金：根据修订
后的准则，计划资产回报中仅包
括计划资产本身的应交税金，而
不包括企业在报告日前为服务相
关的提存或为服务产生的收益而
应交的税金。这两项税金均反映
在设定受益义务的计量中。如果
在现行 IAS 19下，企业考虑了
税金的性质以确定其是否属于计
划资产回报的一部分，那么我们
预期新的修订，除了要求将计划
资产回报中包含的税金在其他综
合收益而非损益中确认外，并不
会引起实务处理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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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福利 

修订后的准则采纳了 2005年发布的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7号——准备、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和<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雇员福利>
的修订》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对辞退
福利处理的建议。 

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辞退福利的确认
时点为企业确认 IAS 37中规范的包
含辞退福利在内的重组相关成本之日
与企业无法撤销提供辞退福利承诺之
日中较早者。 

披露 

修订后的准则对现行 IAS 19中对设
定受益计划的披露要求做了诸多修改。
修改后的披露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对企业设定受益计划的特征以及
相关风险进行解释，如对计划提
供的福利性质的描述，以及相关
法规框架的影响； 

• 对财务报表中的金额进行说明和
解释，如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
期初期末余额调节表，且分项表
述有关计划资产、设定受益义务
现值及资产上限影响（如有）的
调节项目；以及 

• 对设定受益计划对未来现金流的
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的
描述，如显示重大精算假设变动
对设定受益净负债（资产）影响
的敏感性分析以及用于控制风险
的资产负债匹配政策的详细信息。 

 

 

 

于 2013年 1月 1日及以后日期开
始的年度期间采用 

修订后的准则适用于自 2013年 1月
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允
许提前采用。 

修订后的准则一般应根据《国际会计
准则第 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IAS 8）进行追溯应
用。然而，上述应用要求有以下两点
例外： 

• 企业无须对不在 IAS 19核算范
围内资产的账面金额进行调整
（如不动产、厂场和设备，以及
存货），即使在首次执行日之前
计入上述资产账面金额中的雇员
福利成本发生变动。首次执行日
是指企业采用修订后的 IAS 19
编制的首份财务报告中最早期间
的期初。 

• 对于报告期期初在 2014年 1月 1
日之前的财务报表，企业无须列
报设定受益义务敏感性披露的比
较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