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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
告第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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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
《最低资金要求的预付款》（对《国际
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 14 号——<国际会
计准则第 19 号>：对设定受益资产的限
制、最低资金要求及其相互作用》
（IFRIC 14）的修订）。该修订更正了
IFRIC 14 无意造成的以下会计上的后
果：根据 IFRIC 14，在某些情况下不允
许主体将最低资金提存金的预付款确认
为一项资产。 

背景 

IFRIC 14 于 2007 年 7 月发布，以解决
下列三个问题：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
员福利》（IAS 19）第 58 段，返还
资金或减少未来提存金何时应被认为
是“可获得”的； 

 最低资金要求可能如何影响未来提存
金减少的可获得性；以及 

 最低资金要求何时可能导致负债产
生。 

 
问题 

原 IFRIC 14 无意中减少了 IAS 19 第 58
段所规定的由最低资金提存金的自愿预
付款所产生的可获得经济利益。 

如果主体需遵循与未来利益相关的
提存金的最低资金要求，原 IFRIC 
14 第 20 段将以减少未来提存金形式
获得的经济利益限定为下述金额的
现值： 

(a)  每年估计的未来服务成本；减去 

(b)  当年度的未来应计受益所要求的
最低资金提存金的估计值。 

 
原 IFRIC 14 没有考虑到设定受益计
划的盈余可能是由对未来最低资金
提存金的预付款所产生，且在某些
情况下主体可能被该解释公告禁止
将预付款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确认为
一项资产。这是因为在任何年度，
如果未来应计受益所要求的最低资
金提存金超过了根据 IAS 19 计算的
服务成本，IFRIC 14 规定超出部分
的现值应从可通过减少未来提存金
获得的资产金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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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 

 
根据 IFRIC 14 第 20 段，如果存在与未来服务相关的提存金的最低资金要求，通过

减少未来提存金获得的经济利益（以及应确认为一项资产的盈余额）由下述两部

分构成： 

 

(a)  减少未来服务的未来最低资金要求提存金的任何金额，因为主体已提供预付

款（即主体在被要求支付之前已经支付的任何金额）；以及 
 
(b)  各期间估计的未来服务成本减去同期就该期间未来服务需要支付的最低资金

提存金的估计值（如果不存在(a)项所述的针对此类提存金的预付款）。 
 

而且，IFRIC 14 第 22 段阐明，当在特定期间根据 IFRIC 14 第 20 段 (b)计算的金额

可能是负值时（即，当期最低资金提存金的估计值超过同期估计的未来服务成

本），根据 IFRIC 14 第 20 段 (b)计算的总额永远不能小于零。因此，通过减少未

来提存金获得的经济利益至少应相当于预付款的金额（如有）。 

 
 示例 

 
 主体A须就按最低资金要求确定的各期间服务成本支付最低资金提存金。主体A现

在拥有根据IAS 19确定的盈余额CU35，该金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返还，但可用
于减少未来提存金。最低资金提存金必须涵盖未来5年内每年CU15的未来服务。
每年的预计服务成本为CU10。 
 
为方便说明，本例假设折现率和资产预期回报率为0%，且不存在任何未确认金
额；本例同时假设该计划将在5年后终止。 
 
主体A支付了CU30作为针对20X1年和20X2年的预付款，令20X1年年初的盈余额增
加至CU65。该预付款减少了主体A预计将在未来2年内支付的未来提存金，详情如
下： 

 

年度 20X1 20X2 20X3 20X4 20X5 

服务成本（CU） 10 10 10 10 10 

最低资金要求提存金

（CU） 
0* 0* 15 15 15 

最低资金要求超过服务成

本的部分（CU） 
10 10 (5) (5) (5) 

 
  

* 在不存在提供预付款的情况下，上述各年度的最低资金要求提存金将为CU15。 

 

在修订前，主体A仅确认CU5的计划资产（即，通过减少20X1年和20X2年的提存金
获得的资产金额CU20，减去20X3～20X5年最低资金要求超过服务成本的部分），
即使预付款总额为CU30。CU25的差额应在20X1年年初立即确认为费用。 

 

根据修订，主体A将确认一项由下述两部分构成的可收回的计划资产： 

(a) CU30，即最低资金要求提存金的预付款金额；以及 

(b) CU0。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预付款，就未来服务需要支付的最低资金要求提存
金估计值（CU75）超过估计的未来服务成本（CU50）。因为该超出的部分与
未来服务相关，不就该部分确认任何负债或者预付款资产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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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有关修订对自2011年1月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如
果主体提前采用该修订，则应披露这一事实。 
 
自主体首份年度财务报表列报的采用IFRIC 14（IFRIC 14对自2008年1月1日或以
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强制生效，但主体可能已在较早的会计期间采用）的最早
可比期间的期初起必须应用有关修订。之前已采用IFRIC 14的主体应用该修订所
产生的任何初始调整应确认为对所列报的最早可比期间的期初的留存收益的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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