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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Plus 最新资讯.

IFRIC 澄清对负债权益互换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发布了《国际财务
报告解释公告第 19 号——以权益工具
消除金融负债》（IFRIC 19）（以下简
称“解释公告”）。该解释公告解决了
发行权益工具以消除全部或部分金融负
债（通常称为“负债权益互换”）的各 
主体的不同会计处理。
背景和范围

该解释公告仅针对发行权益工具以消除
全部或部分金融负债的主体的会计处
理，而不涉及出借人的会计处理。此
外，该解释公告并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出借人也是直接或间接股东并且正
在以直接或间接股东的身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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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行股份消除金融负债是遵
循金融负债的原始条款。

事项

借款人可能与出借人签署协议，向出借
人发行权益工具以消除欠出借人的金融
负债。这种情况在借款人身陷财务困境
时尤其普遍。IFRIC 指出，实务中对此
类交易的会计处理存在差异。有些主体
以终止确认的金融负债的账面金额计量
所发行的权益工具，而不将消除负债所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损益。另一些主
体则以所消除的负债或发行的权益工具
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并将该金额
与负债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损益。
该解释公告消除了这一会计处理差异。



出借人和主体在交易前后受同一
方或相同的若干方控制并且交易
实质包括来自主体的权益分配或
向主体的权益分配；或者

IAS 39.41规定，消除的或转让给另
一方的金融负债（或金融负债的一部
分）的账面金额和所支付对价之间的
差额，包括转让的所有非现金资产或
承担的所有负债，应当计入损益。
该解释公告阐明了下列事项：


权益工具的发行是否符合 IAS
39.41 中“所支付对价”的定义；



主体应如何初始计量为了消除此
类金融负债而发行的权益工具；
以及



主体应如何核算所消除的金融负
债的账面金额与所发行权益工具
的初始计量金额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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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意见
IFRIC得出结论，为了消除全部或部分金
融负债而发行的权益工具构成IAS 39.41中
规定的所支付对价的一部分。IFRIC 认
为， 为了消除金融负债而发行的权益工具
可被视为由两项交易构成：第一，发行权
益工具以取得现金；第二，债权人接受该
笔现金用于消除负债。
主体应以其在负债消除日的公允价值计量
为消除金融负债而发行的权益工具，除非
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在这种情况
下，权益工具应以所消除的负债的公允价
值计量。
如果仅通过发行权益工具消除部分金融负
债，主体应评估所支付的部分对价是否对
未结算的负债部分构成了调整。如果确定
所支付的部分对价与未结算负债的调整相
关，主体应将对价在已消除负债部分和未
结算负债部分之间进行分摊。
所消除的负债（或部分负债）的账面金额
与发行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计入损益。当部分对价被分摊至未结算
负债部分时，主体应评估分摊至未结算负
债的对价是否导致这部分负债的消除或修
改。如果剩余负债发生重大调整，主体应
按照IAS 39.40的要求将其作为原负债的消
除和一项新负债的确认进行核算。

以下三个案例解释说明了该解释公
告：
案例 1
某主体发行公允价值为
CU100,000,000 的权益工具，以消除
全部负债。负债在消除日的账面金额
为 CU90,000,000。
会计分录如下（所有数字的单位均为
CU1,000,000）：
借：金融负债
借：损益
贷：权益

90
10
100

为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应以公允价
值计量所发行的权益工具，并将差额
计入损益。

案例 2
某主体发行公允价值为 CU55,000,000
的权益工具。在发行日，主体有一项
账面金额为 CU100,000,000 的金融负
债。主体确定发行权益工具消除了账
面金额为 CU40,000,000 的部分金融负
债。权益工具的发行并未以任何方式
修改与未结算的负债部分相关的义务
条款。未结算的负债部分的账面金额
为 CU60,000,000（即，
CU100,000,000 － CU40,000,000）。
会计分录如下（所有数字的单位均为
CU1,000,000）：
借：金融负债
借：损益
贷：权益

40
15
55

为终止确认所消除的部分金融负债，
应以权益工具在负债消除日的公允价
值计量所发行的权益工具，并将差额
计入损益。由于 CU60,000,000 的剩余
负债部分未发生修改，因此该部分负
债不予调整或终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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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某主体发行公允价值为 CU52,000,000 的权益工具。在发行日，主体有一项账面金
额 CU100,000,000 的金融负债。主体确定发行权益工具消除了账面金额为
CU40,000,000 的部分金融负债。
账面金额为 CU60,000,000（即，CU100,000,000 － CU40,000,000）的剩余负债仍
未结算，但出借人同意修改该部分负债的合同现金流量。
主体确定发行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为 CU52,000,000，其中 CU50,000,000 与所消
除的负债部分相关，剩余 CU2,000,000 实质上是修改未结算负债条款的费用。
主体对新条款进行了评估，并确定新旧条款之间不存在 IAS 39.AG62 所界定的显
著差异。因此，主体对未结算负债部分的实际利率进行调整，并以此作为新的将
预期未来现金流量折为金融负债的新账面金额的折现率。根据 IAS 39.AG62 的规
定，主体发生的费用（即，所发行的公允价值为 CU2,000,000 的部份权益工具）调
整负债的账面金额，并在调整后负债的剩余期限内摊销。
会计分录如下（所有数字的单位均为 CU1,000,000）：
借：金融负债
借：损益
贷：权益

40
10
50

为了终止确认所消除的金融负债部分，应以消除日的公允价值计量所发行的权益
工具，并将差额计入损益。
借：金融负债
贷：权益

2
2

为了根据 IAS 39.AG62 调整修改后剩余金融负债的账面金额，应以权益工具在修
改日的公允价值计量所发行的权益工具。该剩余部分负债的实际利率应重新计
算，作为将新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折为该部分负债的新账面金额的折现率。
通过发行权益工具消除负债所产生并计入
损益的利得或损失应在损益中或在财务报
表附注中作为单列项目列报。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该解释公告对自2010年7月1日或以后日
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
用。如果采用该解释公告导致会计政策
变更，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应自采用年度列报的最早可比期间
期初开始应用该会计政策变更。主体无
须重述对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前发生的负
债权益互换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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