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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计量负债时信用风险
的角色征求公众意见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发布讨论文件
DP/2009/2《计量负债时的信用风
险》。讨论文件及随附的 IASB 人员
文件（统称“讨论文件”）旨在就计
量负债时信用风险的角色征求公众意
见。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对
负债的计量（包括公允价值）是否应
当包含主体未按要求履约的可能性。
如果不包含这种可能性，有什么其他
的计量方法？
背景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折射出信用质量的
普遍恶化，计量负债时信用风险的角
色问题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初始确认后如果以公允价值计量
金融负债，问题就变得尤其敏感，因
为主体自身信用质量的恶化（造成其
负债的公允价值降低）将导致主体在
损益中报告一项利得。
讨论文件关注当前所有负债而不仅
仅是金融负债计量中信用风险的角
色，但未对计量负债时是否应包含
信用质量的变化（有时也称为“不
良风险”）作出结论。讨论文件列
示了计量负债时是否应包含信用风
险的主要支持和反对意见，并举例
说明了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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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文件指出，在 IASB 的现有文献里
对计量负债时信用风险的处理不尽相
同。例如，如果主体按照《国际会计准
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IAS 39）在初始确认后按公允价
值计量一项负债，计量就包含了信用风
险的影响，因此，负债的公允价值会因
主体无法履行其债务的可能性的差异而
不同。相反，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可采用高质量债券
利率对养老金负债进行折现，即使该利
率不一定反映雇主的信用风险。在其他
情况下，则可能采用无风险利率或初始
实际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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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文件涉及的内容包括：这些不一致
是否合理以及，更广泛地，负债中内含
的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性是否应当作为
计量的组成部分予以确认。
支持和反对意见
讨论文件分别简要讨论了对计量负债时
包含信用风险的三个主要支持和反对意
见。讨论文件中的主要意见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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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包含信用风险的意见

初始确认的一致性 － 在对一项借款
进行初始确认时，无法偿付的可能性
应在借款时纳入合约利率的考虑。该
项借款按公允价值——即主体取得的
净收益入账。鉴于信用风险包含在初
始计量中，可以从一致性的角度认为
信用风险应纳入后续计量。如果所有
负债的计量均一律不考虑信用风险，
那么，在初始确认时，负债应按净收
益的溢价确认，现金收益与负债初始
计量之间的差异将产生借方净额；但
该借方净额该如何处理呢？

财富转移 －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对
主体拥有不同要求权的工具的持有人
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权益持有
人对主体的要求权（即，从属权利要
求权）受到享有更高要求权（如，持
有主体的负债）的其他人的要求权影
响。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关系是权益
持有人有权按负债面值将主体的净资
产转给负债持有人（如，通过偿还负
债）。当主体净资产的价值减少时，
权益持有人所持期权的价值（由负债
持有人签出）增加。该期权价值的变
动被认为应当反映在负债的计量中。
会计不匹配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如果包含了无法偿付的可能性，计量
负债时不包含信用风险将会产生与资
产计量的不匹配。如果未收到对资产
的偿付，主体无法对其负债履行付款
义务的可能性就会较大。在财务状况
表两边的计量中同时包含信用风险将
确保一致性和避免会计不匹配。

因为多数资产并未按包含信用风险的
方式进行计量（即，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履行未来债务的能力主要源于
可能并未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资产和
交易（如，内部产生的商誉），所
以，在负债计量中确认信用风险不会
导致与资产计量的抵销。在计量负债
时包含信用风险会产生或夸大，而不
是消除会计不匹配。

实现 － 主体无法实现信誉恶化产生
的利得被作为计量负债时包含信用风
险的进一步反面意见。如果信用风险
大幅下跌，主体有可能借入新的资金
以低价回购其现有负债吗？如果能够
以低价回购借款，新借入款项的成本
不会因信用质量恶化而增加吗？换句
话说，一个时期回购借款产生的利得
将由后续期间较高的利息成本所替
代。类似地，如果信用风险低于资金
最初借入时的风险，为什么主体还会
不嫌麻烦地借入新资金按高于合约的
欠款偿还其现有借款？可以认为利得
的实现是假定的，而不是实际的。
示例
讨论文件在附录中列举了计量公允价值
时包含和不包含信用风险以及应用不同
方法所编制的会计分录的例子：
•

“基准”法（'base case'
approach），在计量借款的公允价
值时包含信用风险（如IAS 39下的
交易性负债）；

•

第二种方法（“贷款处罚”法
（'borrowing penalty'
approach）），按当前的无风险利
率对借款进行折现，同时在开始时
在损益中确认一项借方金额，而在
后续计量中忽略信用风险；

•

第三种方法（“股东转移”法
（'shareholder put' approach）），
除在开始时将借方金额计入股东权
益并在借款期间内摊销计入损益
外，与第二种方法相同；

•

第四种方法（“冻结”法（'frozen
spread' approach），除开始时借款
中含有的信用风险价值被冻结且不
随信用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外，与基
准法相同。

反对包含信用风险的意见

不合常理的结果 － 近年来反对在计
量负债时包含信用风险的意见主要认
为，包含信用风险是不合常理的。将
信用质量下降产生的利得计入损益被
认为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主体的持续
经营能力下降时报告的财务业绩却因
重新计量其负债而得以改善。在主体
业绩不佳时确认利得不合常理。

会计不匹配 － 反对包含信用风险的
人士认为，上述支持在计量负债时包
含信用风险的会计不匹配讨论没有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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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从反馈意见及发布的研究资料中
识别出上述四种方法，并指出可能存在
其他方法。IASB欢迎公众对这些方法
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截止期
IASB就讨论文件中一系列问题征求
意见的截止期为200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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