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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聚焦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对 IFRS 1 的
修订：取消首次采用者的固定过渡日 
 
内容  

内容概要 

• 有关修订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提供以下豁免： 

- 采用未来适用法终止确认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日期，从

“2004 年 1 月 1 日”修订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

日”，从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无需自较早的

日期起追溯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的

终止确认要求；以及 

- 豁免首次采用者重新计算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日前发

生的交易所产生的“首日”利得和损失。 

• 有关修订对自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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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修订 

• 主要联系人 

 
 

IAS Plus网站 
  
已有超过一千二百万人次浏览

www.iasplus.com网站。我们的

目标旨在成为互联网上最全面的

国际财务报告信息来源。敬请定

期查阅。 

 

有关修订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发布了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IFRS 1）的修订《取消首次采用

者的固定过渡日》（以下简称“有关修订”），以便为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提供若干豁免。 
 

其他准则的过渡性规定通常不适用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

用者，因为其必须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首次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特定要求。但是，对于其中两个事项（金

融资产和负债的终止确认，及“首日”利得和损失），在草拟

IFRS 1 的规定时旨在反映 IAS 39 的过渡性规定——要求针对在固

定日期 2004 年 1 月 1 日后发生的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这一特定

日期与 IAS 39 制定的时间有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日期已变

得不再相关。 
 
有关修订如下： 

• 对 IFRS 1 的 B2 段作出修订，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日”取
代“2004 年 1 月 1 日”。 

• 对 IFRS 1 的 D20 段作出修订，允许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

渡日或之后”（而非现行的固定日期“2002 年 10 月 25 日”

或“2004 年 1 月 1 日”）订立的交易应用未来适用法。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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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出上述修订时， IASB 认为固定过渡日“2004 年 1 月 1 日”与各司法管辖区
内正在采用或即将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的财务报表已经不再相
关，并且重新追溯在若干年前发生的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很可能超过其带来的利
益。 
 
 

 
观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仍能够自较早的日期起追溯应用IAS 39的终止确

认要求，前提是在对此类交易进行初始会计处理的当时，对于因首次采用者的过

渡日前发生的交易而导致终止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能够获得应用IAS 39
所必需的信息。 

  
 
生效日期 

有关修订对自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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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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