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
2012 年 12 月 17 日

会计聚焦
财政部发布关于
合营安排的征求
意见稿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

财政部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X 号——合营安排》

四项相关准则的征

（征求意见稿），建议取代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中

求意见稿，包括合

关于合营的会计核算。与该征求意见稿同时发布的还有：

并财务报表、合营
安排、长期股权投
资， 及相关披露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征求意见稿）；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征求意见稿）；
以及
• 《企业会计准则第 X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
除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征求意见稿）的某
些内容外，这些征求意见稿基本与对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
度期间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务报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国际会计准则第 27 号——单独财务报表》（2011 年
修订版）、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联营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
（2011 年修订版）趋同。
这些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截止期均为 2013 年 2 月 16 日。
鉴于征求意见稿建议的内容会对现行的实务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鼓励读者积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国内外
会计发展的最新信息，请

极向财政部会计司提出反馈意见。

浏览以下网站:

本文是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X 号——合营安排》（征求意见稿）的介绍。

英文﹕ www.iasplus.com

您可以通过以下网页取得更多关于此征求意见稿的信息：

中文﹕ www.casplus.com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211/t20121122_701307.html

共同控制
征求意见稿中合营安排的定义为“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
安排”，并明确仅当“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
后才能决策”时，才存在共同控制。但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
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不构成共同控制。
观察
对于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不构
成共同控制的情况，引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中的一
个示例说明如下：
假设某一安排涉及 3 方：A 持有该安排 50%的表决权，而 B 和 C 分别持有
25%的表决权。A、B 和 C 之间的合同安排规定，针对相关活动的决策须经至
少 75%的表决权通过。即使 A 能够否决任何决策，其并不能够控制该项安
排，因为任何决策均需获得 B 或 C 的同意才能通过。在本例中，有多于一个
组合能够达到 75%的表决权（即，A 和 B 或 A 和 C 的组合）。在这种情况
下，为符合合营安排的定义，该合同安排需要列明针对安排中的相关活动注的
决策要求哪个组合的全体参与方一致同意。
注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征求意见稿），相关
活动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
…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

征求意见稿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合营安排：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该两类合营

营和合营企业…是否存

安排通过合营方（即对合营安排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在合营安排中的权

在单独的法律实体不再

利和义务进行区分。在共同经营中，合营方享有合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合

是作出这一判断的关键

营安排相关负债；相反，在合营企业中，合营方对合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

因素

利。按征求意见稿，合营安排应基于合营安排下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来确定某
一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还是合营投资，是否存在单独的法律实体不再是作出
这一判断的关键因素。
征求意见稿要求合营方按照相关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其确认的与共同经营中权
益相关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进行核算，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其对合营企业的投资。
共同经营

合营方按照相关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其确认的与共同经
营中权益相关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进行核算

合营企业

合营方按权益法核算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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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对于合营企业的会计处理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所
述的权益法进行核算的原则并未发生改变，并且共同经营的会计处理与针对
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的现行处理方法一致。
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建议的征求意见稿适用

建议的征求意见稿适用于合营安排的所有参与方，而不仅仅是那些享有共同

于合营安排的所有参与

控制的参与方。因此，对于在共同经营中拥有权益的而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

方，而不仅仅是那些享

与方，如果其享有该共同经营中的资产的权利和承担负债的义务，其应采用

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与共同经营合营方相同的方式核算其权益，按照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其
所占合营安排下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的份额；但如果其不享有共同经
营中的相关资产的权利和承担负债的义务，其应按照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核
算其在共同经营中的权益。但是，合营企业的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的核
算将取决于该参与方对合营企业的影响程度。对合营企业具有重大影响的参
与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采用权益法
核算其对该合营企业的投资；而对合营企业不具有重大影响的不享有共同控
制的参与方则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规定核算其对该合营企业的投资。
合营安排

共同经营

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享有该共同经营中的资产的

不享有该共同经营中的资产

权利和承担负债的义务

的权利和承担负债的义务

采用与共同经营合营方相同

按照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核

的方式核算其权益，按照适

算其在共同经营中的权益

用的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其所
占合营安排下的资产、负
债、收入和费用的份额

合营企业

具有重大影响

无重大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采用权益法核算

的规定核算其对该合营企业
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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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经营与合营企业之间的区分
单独主体的存在是某一合营安排被划分为合营企业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单
独主体是指具有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架构的主体，包括单独的法人主体或不具
备法人主体资格但法律所认可的主体。
若合营安排不是一个单独主体，征求意见稿明确合营安排的各参与方享有该
安排相关的资产和承担该安排相关的负债时，该安排将被划分为共同经营。
但对于是一个单独主体的合营安排，其通常应当划分为合营企业。但有确凿
证据表明其满足特定条件时，其也可能被划分为共同经营。在确定合营安排
的参与方是否对合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时，应当考虑所有相关的事实和
情况。
观察
这将是对现包括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中有关合营企
业的会计处理要求作出的一项重大变更，现行的要求将是否出资设立一个被
投资单位视为确定是否存在合营企业的关键因素。。

合营安排是否

征求意见稿就认定是一个单独主体的合营安排为共同经营的条件提

否

供了指引。有确凿证据表明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

一个单独主体

规规定的合营安排应划分为共同经营：

是

合营安排的法律形式

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满
足下列任一条件并且符

合营安排的法律形式可能表明，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资产和负债享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则该项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但是即使合营安

 法律形式表明合营方对

排的法律形式未明确合营方的权利和义务，也不一定表明该安排是

该安排中的资产和负债

合营企业，因为合同安排的条款及其他事实和情况均可能影响合营

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或
 合同条款约定合营方对
该安排中的资产和负债
直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共
是

同
经
营

安排的划分。
合同条款的约定
合营安排的合同条款可能约定，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资产和负债直
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例如，如果各参与方之间的合同安排规

务；或
 有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定，安排的所有参与方均对第三方的索赔承担直接责任、或者根据

表明合营方对该安排中

各参与方相应的业绩制定分享收入和分摊费用的机制，则可能表明

的资产和负债享有权利

该安排为共同经营。

和承担义务
否

合营企业

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当合营安排是一个单独主体并且合营安排的法律形式或合同条款并
未明确表明该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时，各参与方在确定该安排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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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时应考虑其他相关的事实和情况，例如，如果设立单独主体以持有合营安
排的资产和负债，并且合营安排的各参与方均承诺购买该安排的全部产出，
则这表明该项安排是共同经营，因为各参与方有权取得合营安排资产所产生
的全部经济利益。此外，如果各参与方必须为合营安排的负债的清偿提供资
金，因为该安排完全依赖于各参与方所提供的现金流量，这亦表明该项安排
是共同经营。但是，如果合营安排能够向第三方出售其产出，因为该合营安
排将承担需求、存货和信用风险，则这将表明该合营安排是合营企业。
观察
对于之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合营企业定义的
投资，按照征求意见稿将可能成为共同经营。采用征求意见稿将对此类投资
造成影响，因为该投资者将必须直接确认其与合营安排中权益相关的资产、
负债、收入和费用。

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 X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征求意见稿）规定
了有关企业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包括了合营安排。有关该主题的
进一步信息请参见阐述《企业会计准则第 X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征求意见稿）的《德勤会计聚焦》简讯。

过渡性规定
如上所述，企业根据该征求意见稿对合营安排进行重新评估，可能导致现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共同控制实体定义的投资重
新分类为共同经营。合营方应当在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间期初对会计处理作
出变更：
•

终止确认以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合营
企业净投资的长期权益；

•

根据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间期初的权益法核算的信息确认本企业在共同经
营中的权益所产生的各项资产（包括商誉，如有）和负债，所确认的资产
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存在暂时性差异的，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

•

如果已确认的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净额大于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其
他实质上构成对合营企业净投资的长期权益的账面金额，超额部分应首先
抵减与该投资相关的商誉，仍有余额的，再调增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间的
期初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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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确认的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净额小于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其
他实质上构成对合营企业净投资的长期权益的账面金额，其差额应当冲减
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

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财政部对征求意见稿围绕着上述主要修订，提出了以下六项重点问题：
（一）关于共同控制的界定
问题 1：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共同控制的界定是否恰当，能否给实务判
断以充分的指引？如不充分，您认为需作何补充？
（二）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
问题 2：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是否恰当，能否给实务判
断以充分的指引？如不充分，您认为还需作何种补充？
问题 3：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引入了
“单独主体”概念，并将其作为某合营安排划分为合营企业的必要条件，但非充
分条件。单独主体，是指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架构，不论其是否具有法人资
格。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引入单独主体这一概念是否恰当？如不恰当，您有
何意见和建议？。
问题 4：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合
营安排是一个单独主体，但合营安排的合同条款约定合营方对该安排中的资
产和负债直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应划分为共同经营。您认为上述规定
是否恰当，与我国法律法规是否存在冲突？如不恰当，您有何意见和建议？
问题 5：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合营安排的分类可能对实务产生何种影
响？根据本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实务中哪些情况下会由原来的合营企业重新
分类为共同经营？如可能，请提供实务中相关案例。
（三）其他
问题 6：您认为本征求意见稿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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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分所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
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德勤大楼 8 层
邮政编码：100738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重庆
德勤咨询(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38 号
重庆国贸中心 13 楼 10-12 单元
邮政编码：400010
电话：+86 23 6310 6206
传真：+86 23 6310 6170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分所
中国大连市中山路 147 号
森茂大厦 1503 室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广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州分所
中国广州市天河路 208 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510620
电话：+86 20 8396 9228
传真：+86 20 3888 0119 / 0121
杭州
德勤商务咨询(杭州)有限公司
中国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
欧美中心企业国际 A 区 605 室
邮政编码：310013
电话：+86 571 2811 1900
传真：+86 571 2811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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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济南办事处
中国济南市泺源大街 150 号 济南
中信广场 A 座十层 1018 单元
邮政编码： 250011
电话：+86 531 8518 1058
传真：+86 531 8518 1068
澳门特别行政区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 43-53A 号
澳门广场 19 楼 H-N 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京分所
中国南京市汉中路 89 号
金鹰国际商城 11 层
邮政编码：210029
电话：+86 25 5790 8880
传真：+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外滩中心 30 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深圳分所
中国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华润大厦 13 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德勤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中国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华路 1 号
世纪金融大厦 908 室
邮政编码：215021
电话：+86 512 6289 1238
传真：+86 512 6762 3338
天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津分所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9 号
津汇广场写字楼 30 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2320 6699
武汉
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办事处
中国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
新世界国贸大 38 层 02 号
邮政编码: 430022
电话：+86 27 8526 6618
传真：+86 27 8526 7032
厦门
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办事处
中国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路 8 号
国际银行大厦 26 楼 E 单元
邮政编码：361001
电话：+86 592 2107 298
传真：+86 592 2107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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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 （“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 “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员所。每一个
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法律结构的详细描述。
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德勤成员所网络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凭借其世界一流和高
质量专业服务，为客户提供应对最复杂业务挑战所需的深入见解。德勤约 182,000 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追求卓越，树立典范。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我们通过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和其关联机构包括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及它们下属机构和关联机构提供
服务。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华设有 21 个办事处分布于北京、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海、台北、重庆、大连、广州、杭
州、哈尔滨、新竹、济南、高雄、澳门特别行政区、南京、深圳、苏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汉和厦门。我们拥有近 13,500 名员工，按照当地适
用法规以协作/合作方式服务客户。
早在 1917 年，我们于上海成立了办事处。我们以全球网络为支持，为国内企业、跨国公司以及高成长的企业提供全面的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
和财务咨询服务。
我们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一直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制以及本土专业会计师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香港，我们更为大约三分之一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
本文件中所含数据乃一般性信息，故此，并不构成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相关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做出任
何可能影响自身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请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文件而导致的任
何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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