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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针对首次采用者的额外豁免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发布了《针对首次采用者
的额外豁免》（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IFRS 1）的修订）。此次修订以
2008 年 9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为基
础。征求意见稿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
首次采用对石油和天然气资产、受费率
管制的经营中使用的资产以及包含租赁
的协议的核算提出了三项豁免建议。但
是，对 IFRS 1 的最终修订仅就 1）石油
和天然气资产，及 2）确定一项协议是
否包含租赁作出了两项新的豁免要求。
鉴于受费率管制活动的单独项目尚待讨
论， IASB 决定不继续推行对受费率管
制的经营中所使用资产的豁免。
新的豁免要求将反映在 IFRS 1 附录 4
中，并将对 2010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日
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
用。

新增附录 4.8A 段，以允许原采用该 IAS Plus 网站
会计处理基准的首次采用者选择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日根据以下基准 已有超过八百万人次浏
览www.iasplus.com网
计量相关的石油和天然气资产：
站。我们的目标旨在成
(a) 按主体采用的原公认会计原则 为互联网上最全面的国
确定的金额计量的勘探和评价 际财务报告信息来源。
资产；及
敬请定期查阅。
(b) 成本中心按主体采用的原公认
会计原则确定的金额计量的开
发和生产阶段的石油和天然气
资产。主体应采用当日的储备
量或储备值按比例将该金额分
摊到成本中心的基础资产。
选择采用该豁免的主体应当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过渡日对勘探和评价资产
及开发和生产阶段的资产的减值进行
测 试 。 勘 探 和 评 价 资 产 按 IFRS 6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6 号——矿
产资产的勘探和评价》）进行测试，
而开发和生产资产则按《国际会计准
则 第 36 号 —— 资 产 减 值 》 进 行 测
试。识别的减值损失应当在过渡日予
以确认。

对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豁免
就本豁免要求而言，术语“石油和天然
气资产”限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评
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6 号——矿
产资产的勘探和评价》（IFRS 6））或
开发和生产（《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中使用的资产。

列报和披露

根据一些国内公认会计原则，开发或生
产阶段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勘探和开发成
本应当在包括较大地理区域内所有油气
田的成本中心处理1。

主体应当披露其已按石油和天然气资
产的豁免要求采用认定成本的情况，
并披露按原公认会计原则确定的账面
金额的分摊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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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核算方法在一些司法管辖
区内亦称为“完全成本
法”。
通常，按该方法归集成本所
使用的成本中心是比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允许的账户单位
更大的单位。按原公认会计
原则确定的资产账面金额可
能包含不符合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资本化条件的项目
（如，某些管理费用、授予
法定勘探权之前发生的成本
及完全成本中的不成功勘探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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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厂场和设备成本中包含的与
处置相关负债
如果对开发或生产阶段的石油和天然
气资产选择采用上述认定成本的相关
豁免要求，主体必须：
(a)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37
号》（IAS 37）计量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过渡日的处置、复
原及类似的负债；及
(b) 将上述负债金额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过渡日主体按原公
认会计原则确定的负债账面
金额之间的差额直接计入留
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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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租赁的豁免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4号——确定一项
协议是否包含租赁》（IFRIC 4），对一项协议是
否包含租赁的评估应在协议开始时进行。在本豁免
发布之前，IFRS 1包含一项对所有首次采用者的豁
免——允许首次采用者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
日的事实和情况对现有协议是否包含租赁作出评
估。另一方面，如果未采用豁免，主体应当在协议
开始时提及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额外豁免的增加将进一步放宽对某些首次采用者的
约束。新的豁免要求适用于某些首次采用者，其按
原公认会计原则对一项协议是否包含租赁所作的评
估，除日期与IFRIC 4要求的日期不同外，其余与
按IFRIC 4一致。根据该豁免要求，如果按照原公
认会计原则对一项协议是否包含租赁所作出的决定
与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租赁》（IAS
17）及IFRIC 4产生的结果相同，那么，首次采用
者将无需按原公认会计原则重新对该确定作出评
估。

该处理有别于现行IFRS 1第D21段中的
豁免，后者要求主体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过渡日按照IAS 37计量负债，然后
估计负债最初产生时本应纳入相关资
产成本的金额，同时计算过渡日该金
额的累积折旧。
范例：
事实：
主体X正转换为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报告，过渡日为2011年1月1日。自2009年1月1日起，主体X的国内公
认会计原则被修订以包括与‘一项协议是否包含租赁’有关的指引。在国内公认会计原则生效的同时，
主体X经评估后认为其只有一项包含租赁的协议。该协议于2008年6月30日签订，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
渡日仍未结算。
主体X确定其按照国内公认会计原则进行的评估与应用IAS 17及IFRIC 4产生的结果相同。

问题：
主体X是否需要根据IFRS 1做进一步的工作？

回答：
根据新的豁免要求，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时，只要主体按原公认会计原则对协议是否包含租赁做出
与按IFRIC 4相同的决定，主体X就无需重新评估现有协议是否包含租赁。而只要按原公认会计原则所做
出的评估与应用 IAS 17及IFRIC 4产生的结果相同，主体X就能够信赖按原公认会计原则所做出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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