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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会计聚焦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值此新年佳节即将来临之际，首先送上对您的新春祝福，祝您及您的家人新年快乐、万
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德勤会计聚焦》是德勤中国发布的一份旨在提供国内
外会计发展最新信息及其见解的简讯。希望您通过阅读本简讯能获得有用的信息，同时
也热忱欢迎您对《德勤会计聚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期《德勤会计聚焦》将主
要关注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最近出版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新增或修订的有关内
容。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近日出版了《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以下简称“新讲解”）。基
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以下简称“原讲解”），新讲解增加了最近两年来财政部
以会计准则解释形式发布的规定，并对其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同时，新讲解亦补充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生效的更新内容，包括其披露要求。
根据以往的惯例，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司和企业在实务中通常应按照新讲解的要求
编制其 2010 年度的财务报表。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新讲解的主要更新和修订内容，我们对
新讲解和原讲解进行了比较。本期《德勤会计聚焦》的正文部分特别包括了新讲解中之
前并未包括在财政部已经发布的文件中的内容；本期《德勤会计聚焦》的附件则包括了
新讲解与原讲解的比较表。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国内外会计发展的最新信息，您可浏览以下网站:
英文： www.iasplus.com

中文：www.casplus.com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近日出版了《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以下简称“新讲解”）。基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
（以下简称“原讲解”），新讲解增加了最近两年来财政部以会计准则解释形式发布的规定，并对其提供了进一步的解
释；同时，新讲解亦补充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生效的更新内容，包括其披露要求。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新讲解的主
要更新和修订内容，我们对新讲解和原讲解进行了比较（与保险合同相关的准则除外），請详见附件。关于保险合同
准则的主要修订内容，请参见另一附件“德勤保险业快递：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保险合同”。在此，我们特
别提醒您关注下列之前并未包括在财政部之前已经发布的文件中的新增内容。

与会计核算相关的修订
序号

修订事项

修订内容

1

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

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服务，向客户预付货款未

商品计入损益的时点

取得商品/服务时，应作为预付账款进行会计处理，待取得相关商

索引
附件1.1

品/服务时则应计入当期损益（销售费用）。
2

被合并方存在合并财务报

被合并方存在合并财务报表时，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

表时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股权投资成本的确定依据是被合并方合并财务报表而非单独财务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报表。

附件2.2

的确定
3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发生的相关费用在合并方单独财务报表中

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

不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而是计入当期损益。

附件2.3

资成本的确定
4

5

6

被投资单位提供合并财务

对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被投资单位能够提供合并财务

报表时的权益法核算

报表的，应当以其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核算。

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持股

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持股比例增加，但被投资单位仍然是投资单位

比例发生变化，但被投资

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时，原长期投资账面价值与按照原持股比

单位仍然是投资单位的联

例（增持前）计算的在新增投资日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时的处

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理

值和资本公积。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以及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建造或开发过程中拟用于出租的建筑物；在公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在建

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如果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确定但预期该房地

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

产完工后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应当以成本计量该在

附件2.7

附件2.8

附件3.1和3.2

建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或其完工后（两者
孰早），再以公允价值计量。
7

企业合并准则规范的情形

仅通过合同而不是所有权份额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形成

附件20.2

一个报告主体的情形属于企业合并准则的适用范围。
8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应计入企业合并成

或有对价

本，并相应地将其确认为一项权益或负债或资产；如果在调整期

附件20.3

（不超过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的情况新的或
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原计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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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号

修订事项

修订内容

索引

誉的金额进行调整；除此之外的或有对价调整不得调整商誉。
9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作为

明确并非所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均为流动资产。

附件30.1

明确受同一方重大影响的企业之间不构成关联方。

附件36.1

流动资产列报
10

受同一方重大影响的企业
之间是否构成关联方

与披露相关的修订
序号

修订事项

1

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修订内容

索引

增加了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的披露要求。

附件2.9

投资的相关披露要求
2

关于商誉减值测试的披露

增加了关于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披露要求。

附件8.1

3

关于拟处置的子公司的披

明确了母公司应当在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承诺准备处置的或

附件33.6

露

取得时即符合持有待售条件的子公司的相关信息。

分部信息披露

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3 号》的基础上新增了与 IFRS 8 一致的

4

附件35.1

披露要求。
5

关于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

要求按公允价值的计量层级披露相关信息。

附件37.6

关于流动性风险披露的要

区分衍生金融负债与非衍生金融负债规范其到期期限分析的披

附件37.8

求

露；增加了混合工具和财务担保合同到期期限的流动性披露指

量层级分类及披露要求
6

引。
7

金融工具的披露要求

增加了其他关于金融工具的披露要求。

附件37.237.5和37.7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比较
附件：德勤保险业快递：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 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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