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可能会影响：
–– 收入确认时点–
–– 合同的利润状况
–– 系统和流程，包括数据收集
––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协商

–– 基于收入的指标
–– 债务协议和员工奖励计划
–– 年报中的信息披露

企业应尽快行动起来，特别是在新的租赁准则和金融工具准则也已出台之际。

收入的会计核算
正在改变
对公司业务有哪些影响？
2016年4月

新的收入准则将于2018年1月1日生效，这可能影响企业当前的收入核算方法。
但这不仅仅是一种会计上的改变。

如果公司具有：
–– 含有多项商品或服务的合同
–– 期限超过一年的合同
–– 含有可变对价的合同
–– 许可证或特许使用费安排

–– 取得或履行合同的成本
–– 在整个期限内发生变更的合同
–– 与收入挂钩的薪酬或债务

……公司应即刻开始审阅自身合同，并评估该项新准则的要求将对业务产生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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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含有多项商品或服务
的合同？

–– 新的分拆标准可能会改变收入确认过程中
需要捆绑或分拆的商品和服务。
–– 交易价格将按照单独售价来分摊，这可能与
现行方法（例如公允价值）不同。
–– 因此，收入确认可能早于或晚于当前时点，
并且不同商品和服务条线的收入划分也可
能改变，继而对关键绩效指标构成影响。

–– 对于何时捆绑或分拆商品和服务做出新的
判断。
–– 开发新的估值模型或流程，以估计单独售
价。
–– 启用系统来分摊单独售价。
–– 识别商业机遇。

期限超过一年的合同？

–– 公司将应用新的标准来确定是随着工作执
行的进度确认收入，还是仅在工作完成后确
认收入。
–– 计量合同进度的方法可能需要改变，旨在以
最佳方式描述公司的履约情况，例如，采用
成本比例法而不是按照产出单位数量来计
量。公司的收入状况将因此改变。
–– 提前或延后收款中的融资成分可能需要单
独核算，继而将改变收入确认的金额。

–– 将内部控制和流程与收入确认方法和时点
调节一致。
–– 更新系统以获取有关货币时间价值调整的
信息。
–– 制定新的估计以确定应采用的折现率。

含有可变对价的合同？

–– 可变对价（包括折扣、返利、退款、减免、激
励、奖金、罚款和或有事项）将采用特定方法
来估计，这可能与当前实务不同。
–– 仅当未来期间“极可能”没有重大收入转回
时，可变对价才被计入收入。此项评估将在
每一报告日予以复核。

–– 对于是否预计发生重大的收入转回做出新
的判断。
–– 制定新的模型或流程，以确定预期价值或最
可能的金额。
–– 改变当前系统，以生成所需信息并跟踪和记
录可变对价。

许可证或特许使用费
安排？

–– 公司将按照新的指引确定许可证收入是在
前端确认还是在整个许可证有效期内确认，
这可能会改变收入状况。
–– 知识产权许可证产生的、基于销售和使用
而收取的特许使用费将在发生销售或使用
时予以确认。对于其他所有特许使用费，收
入将在初始时进行估计并以“极可能”的金
额为限，这可能导致确认的收入出现更大波
动。
–– 如果特许使用费部分涉及知识产权许可，部
分涉及其他项目，则公司将需要运用判断来
确定与特许使用费相关的主导项目。

–– 对于许可证能否明确区分做出新的判断。
–– 对于许可证是提供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还
是获取知识产权的权利做出新的判断。
–– 将内部控制和流程与收入确认方法和时点
调节一致。

取得或履行合同的成
本？

–– 公司需要按照新标准考虑合同成本何时在
资产负债表中递延，因此成本核算及与之相
关的利润核算将发生改变。
–– 摊销期间可能与当前实务不同。

–– 改变当前系统，以获取将被资本化的成本
及/或反映摊销期间的变更。

在整个期限内发生变
更的合同？

–– 合同变更将仅在获得批准后确认，这可能晚
于当前的确认时点。
–– 合同变更将有多种核算方法（包括累积影响
法），这可能与当前实务不同。

–– 为合同变更改变流程，以识别和跟踪合同的
组成部分。
–– 在对合同变更进行核算时做出新的判断。

与收入挂钩的薪酬或
债务？

–– 收入和成本确认发生改变可能意味着员工
激励措施或薪酬计划不再与企业目标相吻
合。
–– 盈利变化可能影响遵守债务协议或财务保
证测试的情况。

–– 修改员工激励计划并与员工进行沟通。
–– 重新协商当前债务安排或新增借款的条款
内容。

确定相关影响
HighLow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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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稳健的评估阶段为项目成功打造坚实的基础，因此企业应提前启动评估，–
以便为实施阶段预留更多的灵活性。评估阶段通常包括以下任务：

公司是否具有…… 潜在影响 可考虑采取的行动

明确的过渡方案？
–– 不同的过渡方案可能对收入趋势产生不同
的影响。

–– 对各个过渡方案的影响进行量化。
–– 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沟通在过渡时
和未来持续期间相关的潜在影响。

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帮助
 

工作任务 行动方案 交付成果

会计诊断
–– 通过审核当前会计政策与合同样本来识别会
计政策和信息披露的潜在缺口
–– 充分利用企业当前的文档和知识

缺口矩阵、热度图与合同审核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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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分析以及投资者关系等的潜在影响
–– 在整个组织范围内识别的缺口和关联

缺口分析、热度图和实施路线图终稿

过渡方案评估

–– 确定各项方案对财务状况和业务可能构成的
影响
–– 评估企业在选择追溯法或累积影响法时是否
准备就绪

过渡方案评估报告

毕马威可提供一系列专属方案，在企业实施收入确认准则的会计、税务和报告等
方面提供帮助。我们将运用一系列符合客户特定需求的工具来定制解决方案，这
些工具既可单独使用，亦可组合使用。

评估相关
影响

设计适合的
解决方案

实现未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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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毕马威如何提供帮助

一家大型电信企业 我们协助客户开发一种自动化处理工具，以核算带有融资成分的复杂定制合同，从而帮助客户降低
实施成本。

一家跨国金融服务企业 我们协助企业制定对该项新准则的实施计划，帮助客户评估潜在影响并建立各种安排类型和收入
来源的详细清单。

一家跨国企业集团

我们帮助客户识别该项新准则对各个收入来源的主要影响，从而高效评估出新准则对试点业务的
影响。

此外，借助对试点业务的评估方法，我们根据初步试点评估结果，帮助客户理清整体项目实施的方
案和资源需求。

联系我们
如阁下对该项新收入准则的影响或其他任何会计事项有所疑问，敬请联络您在–
毕马威的惯常联系人或联系下列人士：

毕马威的经验与资历
以下是毕马威跨职能专家团队如何帮助客户应对会计和运营挑战的几个案例。

kpmg.com/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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