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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管理层评论
发布建议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发布征求意见稿
ED/2009/6《管理层评论》。征求意见
稿中提出的框架将协助管理层编制有
利于使用者作出决策的，与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一同发
布的管理层评论。最终拟定的框架将
纳入非强制性指引文件，不作为强制
性准则。

本征求意见稿以上述讨论文件和相关反
馈意见为基础，此外还结合考虑了不同
司法管辖区内法律法规的发展和理事会
概念框架项目一期的工作。

许多司法管辖区要求主体编制独立于
财务报表之外的一份文件，其中描述
管理层对其目标及管理策略的延伸讨
论。这类文件通常包括对主体的财务
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讨
论与分析，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虽然 IASB 在制定指引时考虑了上市主
体，但是，框架没有强制规定哪些主体
应当编制和发布管理层评论；也没有规
定管理层评论编制的频率或提供的保证
程度。但是，根据建议，如果主体编制
管理评论以对财务报表进行补充，主体
就不应当脱离财务报表发布管理层评
论，且应当将管理层评论与同一财务报
告中的其他信息清楚区分。

管理层评论的目标、地位、范围及识别

征求意见稿的目标是建议一个编报管理
层评论的框架，以补充和完善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因此，
本征求意见稿的截止期较长——IASB 指引将在概念框架所界定的财务报告范
的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0 年 3 月 1
围之内。但是，根据收到的对讨论文件
日。
的反馈意见，理事会认为指引应当是非
强制性的。
背景

为了对发布管理层评论的相关准则
或指引文件的可能性进行调研，
IASB 于 2002 年末设立了由四个国
家准则制定机构的代表组成的项目
组。项目组的分析结果促成了 2005
年 10 月讨论文件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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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报管理层评论的框架
管理层评论的使用者，时间及目的
征求意见稿建议，在编制管理层评论
时，管理层应当将使用者及其信息需
求视为概念框架中识别的财务报表的
主要使用对象（如，现在及潜在的资
金提供者）及其信息需求；管理层应
当提供给这些使用者有利于其决策的
信息，便于使用者结合具体背景情况
阅读财务报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管理层不仅应当报告报告期间发生的
事项，还应当对发生的原因及未来的
潜在影响作出说明。
除了报告主体的过去和当前状况，征
求意见稿建议管理层应当说明有关主
体的资源、资源的所有权及可能影响
这些资源和所有权的交易、事项和其
他情况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能够使
使用者至少了解下列信息：

管理层评论的列报及内容
管理层列报的形式和内容应当反映业
务的性质、采取的策略及主体经营所
处的法律法规环境。为此，IASB没有
对管理层评论的具体格式或内容提出
建议，而只是提供一般性指引。
征求意见稿建议，如果财务报表包括分
部信息，管理层评论中提供的信息就应
当反映该分部。
为了协助使用者识别和了解重大事项，
征求意见稿建议管理层避免在管理层评
论中重复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
此外，一般性（‘模板式’）披露也应
避免，因为这样的披露对了解特定主体
并无帮助。
对于管理层评论的内容，IASB建议，
提供的信息应当能够令使用者了解：
•

业务的性质，通常包括宏观（如，
行业、社会经济及法律环境）及微
观层面的讨论（业务模式、产品组
合等）；

•

管理层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策
略，包括优先采取的行动和市场挑
战与机遇的应对；

•

主体最重要的财务及非财务资源
（如，人才）；主要的策略、商
业、经营和财务风险与不确定性；
以及可能对主体的业绩和价值产生
影响的关系（如，对客户基础组成
的讨论）；

•

经营结果、这些结果可能反映未来
业绩的程度、以及管理层对主体前
景的评估（包括财务及非财务计量
指标，以及，如果予以量化，风险
及所使用的假设）；及

•

管理层管理主体及针对既定目标评
价业绩时所采用的关键业绩计量和
指标。

a) 主体的风险敞口、主体管理风险
的策略及这些策略的成效；

b) 财务报表中未列报的资源如何影
响主体的经营；及

c) 非财务因素如何影响财务报表中
列报的信息。
管理层评论的主要原则
在征求意见稿中，IASB确定了有利
于决策的管理层评论的三个主要特
点。有利于决策的评论：
•

透过管理层的视角讨论和分析主
体的业绩、状况及发展——披露
对管理层管理主体重要的信息；

•

补充和完善财务报表中的信息—
—对财务报表中列报的金额提供
额外的说明，同时包含未在财务
报表中列报的信息；及

•

未来的发展定位——从管理层的
角度说明主体的发展方向。管理
层如果意识到任何可能影响主体
财务状况或业绩的因素，就应当
包含这些前瞻性的信息，并应当
讨论前期的前瞻性披露实际发生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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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见
三名理事会成员基于以下原因反对发布
本征求意见稿：
•

他们认为如果最终以非强制性的形
式发布，财务报告将不会有所改
进；

•

他们指出，透过管理层的视角编制
的评论违反了概念框架所定义的中
立性原则；及

•

他们认为拟定非强制性的公告将无
法体现对 IASB 的资源或准则制定
机构的时间的适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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