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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对集团内现金结算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会
计处理的澄清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发布了对《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2 号——以股份为基础的支
付》（IFRS 2）的修订，澄清了 IFRS
2 的范围，以及当另一集团主体或股
东负有结算奖励的义务时，在取得商
品或服务的主体的单独（或个别）财
务报表中对集团内现金结算的以股份
为基础的支付交易的会计处理。

•

修订IFRS 2的范围以包含原先在
IFRIC 8中的指引。

集团主体之间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
易
IFRS 2 适用于主体进行的以股份为基础
的支付交易，不论该交易由主体自身结
算还是由其他集团成员代主体结算。

对 IFRS 2 的修订针对取得商品或服务的
主体和结算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的
对 IFRS 2 的修订还包括原本在《国际
主体，明确了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
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8 号——<国际
类别。此类修订与 2007 年 12 月发布的
财务报告准则第 2 号>的范围》
征求意见稿中的建议不同，汇总如下。
（IFRIC 8）和《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
告第 11 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取得商品或服务的主体只有在满足以下
2 号>：集团和库藏股交易》（IFRIC 条件时才将交易确认为以权益结算的以
11）中的指引，因此，这两项解释公 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
告将于有关修订生效日起撤销。
• 授予的奖励是主体自身的权益工
具；或
有关修订将对自 2010 年 1 月 1 日或以
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 • 主体并不负有结算交易的义务。
前采用。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主体应将交易作为
以现金结算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计
主要原则
量。
对IFRS 2的修订：
此类以权益结算的交易只有在非市场可
• 对集团主体之间以股份为基础的 行权条件发生变化时才进行后续计量。
支付交易的会计处理提供了额外
指引（包括原先包含在IFRIC 11
中的指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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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结算交易的主体只有在交易是以其自身权益工具结算时才将其确认为一项
以权益结算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结算奖励的主体应将
交易确认为以现金结算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
IFRS 2 包含的指引可通过以下最常见的情形予以说明。

取得商品及服
务的主体

结算以股份为
基础的支付交
易的义务

分类
如何结算？

子公司的
单独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的权益

权益

权益

子公司

子公司

现金

现金

现金

子公司

子公司

母公司的权益

现金

权益

子公司

母公司*

母公司的权益

权益

权益

子公司

母公司*

现金

权益

现金

* 如果股东或另一集团主体（如，同级子公司）负有结算义务，将导致相同的分类。

鉴于子公司及母公司层面的分类可能不同，取得商品或服务的主体确认的金额可
能与结算交易的主体确认的金额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不同。
集团内部的偿付安排不影响上述集团结算的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分类原则的
应用。
对IFRS 2范围的修订
IASB 修订了 IFRS 2 的范围，以澄清该准则适用于所有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
不论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中取得的商品和服务是否能够单独辨认。无法辨认
的商品和服务在授予日按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的公允价值与可辨认商品和服务之
间的差额计量。该指引之前包含在 IFRIC 8 中。
生效日期
IFRS 2 的修订中涉及 IFRIC 8 和 IFRIC 11 的部分，需遵循原解释公告（现已撤
销）的生效日期及过渡性规定。
IFRS 2 的修订中的其他部分应对自 201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追
溯应用（须遵循 IFRS 2 第 53-59 段中的过渡性规定），允许提前采用。如果无法
取得追溯应用所需的充分信息，主体应在其单独或个别财务报表中反映原本在集
团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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