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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准则做好准备 

每一季度毕马威都会汇总新近生效的和即将生效

的准则以供读者参阅。本期简报汇总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之后日期止的财务年度（包括这

些财务年度的中期期间）的相关准则发展。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财务年度截止日的公司在编制年度
财务报表时将需要考虑新近生效和即将生效的准则的影响。
尤其是，投资性主体现可应用投资性主体的相关修订，并从
豁免编制合并报表中获益。 

公司也需要考虑包括在 2010-2012 年度期间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年度改进中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 号  以股
份为基础的支付》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  企业
合并》的修订。这是因为这些准则的变更分别针对 2014年 7
月 1日及之后日期的授予日和购买日生效。 
 
继续阐述本季度准则的新发展。对一系列合并相关的准则 1

的修订解决了一项长期存在的冲突，即当母公司在与其

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交易中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时，合并
财务报表准则和权益法核算的会计处理之间存在冲突。此
外，2012-2014 年度期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进包括
其他修订，例如：有修订阐明了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5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下，一项资产或
一个处置组在处置方法变更时的要求；还有一些有关雇员福
利的修订，对在使用同一货币的区域性市场（例如欧元区）
确定适用折现率的方法进行了修订。 

进一步向前展望，和过去两年里多项重大准则的修订相比，
2015 年生效的少数准则不会带来重大变动。这为企业做好充
分准备，应对未来更大挑战提供了机会，例如新的收入准则
和金融工具准则将相继于 2017 年和 2018 年生效并带来重大
变动。 

 
 

1.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  合并财务报表》和《国际会计
准则第 28号  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的修订。 

 

新近生效的准则 
编制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及之后日期止的财务年度的财务报表时，主体需考虑的已生效准则列示如下。 

 

对截至以下日期
及之后日期止的
财务年度生效  

准则  毕马威提供的指引  
 

图示  
 

2014年 12月 31日 

《投资性主体》（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7号》的修订）) 

First Impressions: Consolidation relief for investment funds（英文版）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2号》的修订） Insights into IFRS（英文 版，第 7.8章）  

《非金融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披露》（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6号》的修订） IFRS Breaking News（英文版）   

 
《衍生工具的变更和套期会计的延续》（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9号》的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 2013年第 13期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21号——征收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 2013年第 9期  

2015年 6月 30日 

《设定受益计划：雇员提存金》（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的修订） In the Headlines – Issue 2013/20（英文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年度改进（2010–2012年度期间）》——多项准则 2 IFRS Newsletter: The Balancing Items – Issue 6（英文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年度改进（2011–2013年度期间）》——多项准则 IFRS Newsletter: The Balancing Items – Issue 6（英文版）  

  
2.   大多数修订适用于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及之后日期止的财务年度。但是，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号》的修订分别适用于 2014年 7月 1日及之后日期的授予日和购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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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First-Impressions/Documents/First-Impressions-O-1312-consolidation-relief-for-investment-funds.pdf
http://www.kpmg.com/Global/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ifrs-breaking-news/Pages/breaking-news-2013-15.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n-the-headlines/Documents/In-the-headlines-O-201306-13-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n-the-headlines/Documents/In-the-headlines-O-201305-09-c-2.pdf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n-the-headlines/Documents/In-the-headlines-O-201311-20.pdf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FRS-Balancing-Items-Newsletter/Documents/IFRS-Balancing-Items-O-201312-06.pdf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FRS-Balancing-Items-Newsletter/Documents/IFRS-Balancing-Items-O-201312-06.pdf


哪些准则在贵公司的财务年度内强制生效？ 左图的解读 

在时间轴上找到贵公司的财务年度截止日。左侧图表中显示
的每项准则或是首次生效，或是尚未生效但允许提前采用，
分别对应实心或条纹的图例。 

例如，如果贵公司财务年度截止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则从 “投资性主体” 至 “征收费” 等各项准则将对贵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告首次
强制生效。 

图示 
 

 
 
 

 
 

尚未生效但允许提前采用的准则 
尚未生效但允许报告主体提前采用的准则列示如下。自 2014年第 16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发布之后发布的准则带有星号( )。 

 

对截至以下日期
及之后日期止的
财务年度生效 

准则  毕马威提供的指引 

2016年 12月 31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4号——监管递延账户》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1期 
《购买共同经营的权益的会计处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号》的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7期 
《澄清折旧和摊销的可接受方法》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6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8号》的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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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物中，“准则” 一词可广泛指代新准则，以及对准则的修订或
解释。 

尽管一般而言准则的生效日期都以自某个具体日期及之后日期开始的
年度期间来界定，但本刊物中准则的生效日期则是以截至某个具体日
期及之后日期止的财务年度来界定，以与企业的财务年度截止日保持
一致。本刊物同时假定一个财务年度包括 12 个月。 

 
 
尚未生效但允许提前采用的 首次生效的准则。 
准则。 

2010–2012年度期间和 2011–2013年度期间的年度改进 

雇员提存金 

投资性主体 

抵销修订 

可收回金额披露 

衍生工具和套期会计 

征收费 

2014 
12月 31日 

何为贵公司的财务年度截止日？ 
2015 

3月 31日 6月 30日 9月 30日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n-the-headlines/Documents/In-the-headlines-O-201401-01-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n-the-headlines/Documents/In-the-headlines-O-201405-07-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n-the-headlines/Documents/In-the-headlines-O-201405-08-c.pdf


 
 
 

对截至以下日期
及之后日期止的
财务年度生效 

准则  毕马威提供的指引 

2016年 12月 31日 
（续） 

《农业：生产性植物》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6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41号》的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12期 

《单独财务报表中的权益法》（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7号》的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14期 

 《投资者与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之间出售或投入资产》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8号》的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17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年度改进（2012–2014年度期间）》——多项准则 
IFRS Newsletter: The Balancing Items – Issue 7（英文
版） 

2017年 12月 31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号  源自客户合同的收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9期 

2018年 12月 31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  金融工具》 

Insights into IFRS （英文版，第 7A章），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要闻——2014年第 13期，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要闻——2013年第 19期 

 

了解更多资讯 
Insights into IFRS（英文版，2014年 / 2015年第 11版）对有关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产生的会计事项进行了更具体的讨论。为协助贵公司早做准备，该刊物对尚未生效
的准则也进行了讨论。访问我们的英文网站以阅读更多资料或是订阅该刊物。您还可以在 IFRS Institute 的网站上找到 KPMG 其他的英文刊物，包括 guid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系列。 

如需获得更多有关如何为新准则的应用做好准备的资讯，请与 KPMG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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