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办公室 

2011年 7月 

IFRS 聚焦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有关议程咨
询的公众意见征询文件 
 
内容  

内容概要 

• 议程咨询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应循程序的一项重要

改进，使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就未来的一系列广泛事项提出意

见。 

• IASB已就其发展财务报告和维护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的有关工作识别出 5 项战略重点，并就这些重点领域

是否适当及如何取得平衡征询反馈意见。 

• IASB同时就未来应实施哪些项目及如何安排此类项目的优先次

序征询具体的反馈意见。 

• 咨询期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引言 

发展财务报告 

维护现行IFRS 

了解财务报告需求 

取得平衡 

下一步 

附录 — 推迟和建议的项目 

 
 
引言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发布 2011 年议

程咨询的公众意见征询文件（下称“议程咨询”），以就 IASB的

未来战略重点及未来改进中最需要优先处理的财务报告领域寻求反

馈意见。为回应 2010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章程的变更，

IASB需要开展为期三年的议程咨询。 
 
IASB已就其认为将影响整体战略方法的规划及其议程安排的主要

方面制定了临时意见。议程咨询将 5 个战略领域分成两类——发展

财务报告和维护现行 IFRS——预计该两项将推动 IASB 在未来年

度的工作，并就这些领域是否适当及如何取得平衡征询意见。 
 
 

 
 
 
 
 
 
 

 

观察 
该议程咨询反映了 IASB有史以来首次能够综合及具批判性地回顾

其议程。IASB以往始终扮演跟进的角色，按照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的指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2005 年欧洲各国过渡至

IFRS后的问题、与美国准则制定者的趋同问题、及金融危机议

程。现在 IASB能够根据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制定其自身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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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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财务报告 

IASB识别出针对发展财务报告的以下 3 个战略领域： 

• 通过完成概念框架的更新和制定列报与披露框架，加强 IFRS的一致性和提高

财务报告的可用性。 

• 投入研究资源并进一步发展 IASB关于未来财务报告规划的愿景，包括探讨

IFRS与综合报告的相互影响。 

• 通过实施准则层次的项目（即，制定新 IFRS或对现行 IFRS作出主要修

订），填补 IFRS文献中的空白点。 

 

 观察 
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正合作修订其概念框架，且项目的第

一阶段已在 2010 年完成。作为概念框架项目一部分的列报与披露框架的制定将

对利益相关方就 IFRS过度的披露要求的疑虑作出回应。 

  
维护现行 IFRS 

IASB识别出以下 2 个针对维护现行 IFRS的战略领域： 

• 通过开展实施后复核，更好地了解新 IFRS及主要修订的操作事项。  

• 通过采用有针对性的、有限范围的 IFRS改进，（包括考虑 XBRL（可扩展企

业报告语言）与 IFRS的整合），对经修订的各项 IFRS所产生的实施需求作

出回应，以改善应用 IFRS的一致性和质量。 
 

 观察 
IASB通常将在实施新要求的两年后开展实施后复核，着重关注在 IFRS制定期间

具争议性的重要事项、以及未预期的成本或所面临的实施问题。IASB已承诺于

2011 年开始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8 号——经营分部》（IFRS 8）执行实施后

复核，而对企业合并项目第二阶段的复核将于 2012 年开展。近期发布的及完成

主要项目后制定的 IFRS将被纳入未来实施后复核的清单。 

  
了解财务报告需求 

IASB同时就应当如何安排现有项目与潜在新项目的优先次序征询意见。IASB在

制定其议程时着重关注使用按 IFRS编制的财务报表的投资者、放款人及其他债

权人，但同时还考虑了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财务报表编制人、审计师和监管机

构）的需求和不同利益。议程咨询表明 IASB还将在制定其议程时考虑地区性需

求——以往因存在其他需优先处理的项目（例如，各司法管辖区过渡至 IFRS的
合规情况、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趋同及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一方

面的关注较少。 
 
议程咨询还承认，IASB有必要同时兼顾其自身及利益相关方的资源限制以制定

现实可行的议程。 
 
IASB已承诺开展以下项目和活动： 

• 概念框架项目； 

• 实施后复核； 

• 对《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每三年一次的复核； 

• 研究资源的投入；及 

• 对 IFRS进行的细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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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存在其他需优先处理的项目，先前纳入 IASB议程的若干项目已被推迟。本

IFRS聚焦简讯的附录包含此类项目的清单以及针对新项目的建议。IASB现正就哪

些项目应当予以优先处理征询反馈意见。 
 
取得平衡 

IASB识别出下列用以确定如何能够最佳分配其项目资源的标准，并请利益相关方

在其就议程咨询提供的反馈意见中对此类标准加以考虑： 

• 项目范围的广度； 

• 事项的复杂性及其与其他事项相互关联的程度； 

• 已完成工作的数量； 

• 事项的紧迫程度；以及 

• 工作的性质。 
 
下一步 

咨询期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作为其议程制定程序的一部分，IASB同时将开展

额外的广泛活动（例如，举行公开会议及开展在线调查）。2011 年议程咨询的时

间表如下。 

2011年
第1季度

2011年7
月

2011年
11月

2012年
第1季度

2012年
第2季度

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咨
询委员会和
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基金
会受托人讨
论议程咨询

建议

发布针对未
来工作计划
的咨询文件

咨询期结束
IASB开始讨论

和发布意见
汇总

发布反馈意
见声明

咨询结果被
纳入IASB

议程制定程序

广泛活动

咨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

反馈意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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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 推迟和建议的项目 

下表列示了先前纳入 IASB的议程但随后被推迟的项目，以及各利益相关方提请

IASB关注的新项目的建议。IASB就哪些个别项目应予以优先处理寻求利益相关

方的意见。 
 

  纳入议程但被推迟的项目  
 已实施重

要工作的

项目 

仅实施少量工

作或尚未实施

工作的项目 

项目建议 

 农业，特别是生产性生物资产   √ 

 同一控制下主体的企业合并  √  

 按国家进行的报告   √ 

 折现率   √ 

 每股收益（EPS） √   

 排放交易机制 √   

 权益法会计   √ 

 采掘活动   √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   

 财务报表的列报 — 不包括其他综合收益的考

虑事项 
√   

 外币折算   √ 

 政府补助  √  

 所得税 √   

 通货膨胀会计处理（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9
号》（IAS 29）的修订） 

  √ 

 无形资产   √ 

 中期报告   √ 

 伊斯兰（符合伊斯兰教教规的）交易和工具   √ 

 负债 —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IAS 
37）的修订 

√   

 其他综合收益  √  

 离职后福利（包括养老金）  √  

 列报和披露准则   √ 

 受利率管制的活动   √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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