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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有主体均必须在一份连续报表内的两个不同部分分别列报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 

 对于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有关建议可能导致列报的重大变更。 

 有关建议不会对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确认和计量构成影响。 

 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预计准则终稿将在今年的稍后时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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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聚焦》是德勤新发布的取
代原IAS Plus简讯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简讯。《IFRS聚焦》提供
有关近期会计发展的主要信息和
见解。希望您觉得这一简讯能够
提供有用信息并且易于阅读，并
欢迎您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请
将您的意见发送至
DTTGLOBALIASCO@deloitte.com。请
谨记目前已有超过一千一百万人
次浏览的IAS Plus网站是互联网
上最全面的国际财务报告信息来
源。敬请定期查阅。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uk 

有关建议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发布了征求意
见稿 ED/2010/5（“征求意见稿”）《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
（对 IAS 1 的建议修订）》。征求意见稿是 IASB 与美国财务会计
准则委员会（FASB）联合项目的成果，该建议对《国际会计准则
第 1 号》（IAS 1）作出有限修订，涉及其他综合收益中所包含项
目的列报，以及此类项目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分类。征求意见稿
建议： 

 在一份单一报表内的不同部分分别列报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
及 

 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单独列报将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
目。 

征求意见稿并未改变必须在其他综合收益中报告的项目，而是着
重关注此类项目在一份单一连续报表的其他综合收益部分内的列
报。 
 
建议指引的主要特征 

现时根据 IAS 1，主体可以选择列报一份综合收益表或者两份单独
的报表 — 一份损益表和一份单独的综合收益表。根据征求意见稿
的建议，列报两份报表的选择将被删除。据此，所有主体均必须
列报一份包括当期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的单一连续报表。 
 
有关建议保留了损益的概念，并反映了 IASB 认为所有属于非所
有者权益变动总额组成部分的收益和费用均应在一份单一报表内
列报的观点。该份单一报表将列示损益的小计金额，而综合收益
总额将作为最终合计金额/单列项目。 
 
建议保留了“损益”这一术语，因为 IASB 认为这仍是一项重要
的业绩衡量指标。征求意见稿并未改变应在其他综合收益或损益
中确认的项目，亦未影响其他业绩指标（如每股收益）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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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单一连续报表内进行列报的要求可能是征求意见稿的众多

建议之中最为重大的变更。其他建议变更涉及其他综合收益内项

目的列报和分类，这些要求包括： 
 
 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 

 有可能将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以及 

 不会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如果其他综合收益是以税前基础列报，所得税将在上述两个其

他综合收益的类别之间进行分摊。 

征求意见稿建议该份包含两个部分的单一报表采用“损益及其他

综合收益表”作为标题。但是，鉴于现行 IAS 1 的要求，有关建

议仍允许主体对该报表使用其他标题。 
 
 

观察 

对于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的讨论文件，反馈意见的主要疑虑在于

列报一份单一报表的要求及其影响净收益或“损益”金额之重要

性的风险。相关的疑虑主要是源自 IASB 在处理和解决与业绩报

告整体相关的更广泛的概念事项之前就删除列报损益表的选择。 

征求意见稿的建议要求
主体披露一份包含两部
分（净收益及其他综合
收益）的连续报表 。 
 
 
 
 
 
 
 
 
 
 
 
 
 
 
 
 
 
 
 
 
 
建议的变更仅限于列
报，并没有改变应记录
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项
目。 

 
有关建议的益处 

IASB 认为将两份单独报表合并为一份连续报表，将为使用者带来

以下益处： 

 所有的非所有者权益变动将在同一份报表内列报； 

 由于删除了现行 IAS 1 的列报选择，因此可比性将得到改善； 

 对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作出明确区分，从而在保留损益的

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非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所导致的利得或

损失的重要性；以及 

 使其他综合收益所包括的项目具有完全的透明度，从而向使用

者指出了绝不会再循环至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下一步 

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预计准则终稿将在今年的

稍后时间发布。 
 
 
示例 － 征求意见稿建议的列报方式 

下文的示例摘自征求意见稿，旨在说明有关建议所述的对损益及

其他综合收益可能采用的两种列报方式。在实务中，实际的列报

方式将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情况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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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 
 

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 

 

  

 损益 本年度 上年度 

 收入 500,000 400,000 

 销售成本 (250,000) (200,000) 

 毛利 250,000 200,000 

 其他收益 20,000 15,000 

 管理费用 (500,000) (40,000) 

 其他费用 (15,000) (10,000) 

 经营利润 205,000 165,000 

 融资成本 (12,000) (12,000) 

 融资收益 18,000 17,000 

 税前利润 211,000 170,000 

 所得税费用 (67,520) (54,400) 

 本年净利润 143,480 115,600 

    

 利润归属于 本年度 上年度   

 母公司所有者 121,500 97,15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43,480 115,600   

      

 每股收益 本年度 上年度   

 基本的每股收益 0.96 0.77   

 稀释的每股收益 0.90 0.72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 本年度 上年度 

 绝不会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设定受益计划的精算利得/(损失) (分别减去税额 3,200 和 6,400) 6,800 (13,600) 

 
绝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13,600) 

 可能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量套期   

 本期产生的利得/(损失) (分别减去税额 3,840 和 5,120) 8,160 (10,880) 

 计入损益金额的重分类调整 (分别减去税额 640 和 800) (1,360) 1,700 

 可能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9,180) 

 本年度其他综合收益(亏损) 13,600 (22,780)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157,080 92,820 

    

 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 本年度 上年度   

 母公司所有者 135,100 74,37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57,080 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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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 
 
综合收益表 
 

  

 损益 本年度 上年度 

 收入 500,000 400,000 

 销售成本 (250,000) (200,000) 

 毛利 250,000 200,000 

 其他收益 20,000 15,000 

 管理费用 (500,000) (40,000) 

 其他费用 (15,000) (10,000) 

 经营利润 205,000 165,000 

 融资成本 (12,000) (12,000) 

 融资收益 18,000 17,000 

 税前利润 211,000 170,000 

 所得税费用 (67,520) (54,400) 

 本年净收益 143,480 115,600 

    

 其他综合收益   

 绝不会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设定受益计划的精算利得/(损失)  100,000 (20,000) 

 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3,200) 6,400 

 
绝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13,600) 

 可能在后续期间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现金流量套期   

 本期产生的利得/(损失) 12,000 (16,000) 

 计入损益金额的重分类调整  (2,000) 2,500 

 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3,200) 4,320 

 可能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合计 6,800 (9,180) 

 本年度其他综合收益(亏损) 13,600 (22,780)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157,080 92,820 

    

 净收益归属于 本年度 上年度   

 母公司所有者 121,500 97,15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43,480 115,600   

      

 每股收益（根据净收益） 本年度 上年度   

 基本的每股收益 0.96 0.77   

 稀释的每股收益 0.90 0.72   

    

 综合收益总额归属于 本年度 上年度   

 母公司所有者 135,100 74,370   

 非控制性权益 21,980 18,450   

  157,080 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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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员所/公司。每一个成员所/公司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主体。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关德勤全球及其成员所法律结构的详细描述。 

德勤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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