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
运用准备矩阵将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于应收账款
内容

概要

概要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对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以

引言
所作的变更？
何为“一般方法”及为何需要“简化方

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IFRS 9 引入了基于预期信用损失的新减值模型，这不同
于《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所采用的已发生
损失模型。
• IFRS 9 中“一般方法”的复杂性使得有必要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

法”？

合同收入》（IFRS 15）所规定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

在运用“简化方法”时可作出哪些会计政策

——租赁》（IAS 17）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所规

选择？
详细考虑
运用准备矩阵的“简化方法”的应用
结语
主要联系人

定的租赁应收款作出若干简化。上述项目可采用特定的会计政策选择。
• 在针对比如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采用“简化方法”时，可运用准备矩阵。本

文阐述了运用准备矩阵的分步骤方法。
• 步骤 1 – 确定应收款的适当分组，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具有共同信用风险特征的类别。
• 步骤 2 – 确定为估计预期未来损失率而获取的历史损失率所涵盖的期间。
• 步骤 3 – 确定历史损失率。
• 步骤 4 – 考虑前瞻性宏观经济因素并调整历史损失率，以反映相关的未来经济状况。
• 步骤 5 –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引言
大多数人都假定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仅仅是银行等大型金融主体的关注领域，但事实并
非如此。几乎所有主体均具有需要进行核算的金融工具。特别是，几乎每一家主体都有
应收账款，且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主体必须对减值进行考虑的方式。本刊物着重阐
述 IFRS 9 的新的减值要求。具体而言，我们将重点关注针对根据 IFRS 15 确认的应收
账款、合同资产及根据 IAS 17（或 IFRS 16）确认的租赁应收款的减值指引。
何为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
应收账款是指通常产生于与客户订立的收入合同的金融工具，其代表获得对价的无条件权利且在取得对价前仅需等待时间的流逝。
合同资产在 IFRS 15 中的定义为：主体因已向客户转让的商品或服务而获取对价的权利，但付款仍以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例
如，工料测量师出具合同完工阶段的证明）为条件。
租赁应收款是指取得 IAS 17（或 IFRS 16）规定的租赁付款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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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仅特别考虑上述项目？IFRS 9 的减值指引较为复杂且必须运用大量判断，然而，已特别针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作
出一定简化。几乎每一家主体均具有上述项目其中之一（如非全部），因此所有主体均了解新会计要求的影响是重要的。
本刊物的前半部分将探讨对金融资产减值的新会计要求，而后半部分则提出在实务中运用准备矩阵方法的可能方式的建议。
所作的变更？
IFRS 9 取代了 IAS 39，并对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所有财年生效。根据 IAS 39 的要求，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的减值损失仅在存在减值的客观证据时才予以确认。换言之，在能够确认减值损失之前，必需先发生损失事件。
IFRS 9 引入了基于预期信用损失的新减值模型，从而导致在信用损失发生之前确认损失准备。根据该方法，主体在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时，需要考虑当前状况以及在无需付出不当成本或努力的情况下可获得的合理及可支持的前瞻性信息。IFRS 9 规定了减值的“一般方
法”。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该“一般方法”过于复杂，因此引入了若干简化方法。
何为“一般方法”及为何需要“简化方法”？
尽管对 IFRS 9 的一般方法的简化适用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但“简化方法”的采用并非强制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可
在“一般方法”和“简化方法”之间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因此，虽然本文着重于“简化方法”的应用，但同时了解“一般方法”和
“简化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从 IFRS 9 规定的减值的“一般方法”开始。根据该“一般方法”，如果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使用整个存续期的违
约概率计量）显著增加，则应按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确定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如果在报告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则应按 12 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确定损失准备。换言之，“一般方法”采用 2 个基准来计量预期信用损失：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
显著增加？

否。基于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
来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是。基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来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什么是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代表因报告日后 12 个月内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事件而导致的预期
信用损失。术语“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可能直观上看似是针对主体预期未来 12 个月内的现金短缺计提的准备，但事实并非如
此。IFRS 9 指出，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代表因报告日后 12 个月内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而
导致的整个存续期内的现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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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9 并未对术语“违约”作出定义，主体必须针对其认为违约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且所应用的定义应当与出于内部信用风险管
理目的针对相关金融工具采用的定义一致，并且在适当时应考虑定性指标（例如，金融契约）。IFRS 9 包含一个可推翻的假设：发生
违约的时间不应迟于金融资产逾期 90 天这一期限，除非主体具有合理及可支持的信息表明涵盖更长期间的违约标准更为恰当。基于
上述目的使用的违约定义应当一致地应用于所有金融工具，除非所获得的信息表明对特定金融工具应用另一违约的定义更为恰当。
在根据“一般方法”进行实际计量时，主体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式应当反映 IFRS 9 所述的计量原则，其表明预期信用损
失估计应当反映：
• 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见的概率加权金额；
• 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
• 在报告日无需付出不当成本或努力的情况下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及可支持的信息。

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主体不一定需要识别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前瞻性情景。然而，主体应通过反映信用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及不会发
生信用损失的可能性（即使发生信用损失的可能性极低），来考虑信用损失发生的风险或概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情景的信用
损失结果不一定是线性的。换言之，失业率上升 1%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于失业率下降 1%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在将上述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时，下列公式最能够表述根据“一般方法”计量的预期信用损失：违约概率（PD）x 在违约时发生的损失
（LGD）x 违约风险敞口（EAD）。对于每一个前瞻性情景，主体使用该公式并对结果进行概率加权将有效地确定预期信用损失。
何为 PD、LGD 和 EAD？
违约概率（PD）是对既定时间段内发生违约的可能性的估计。例如，20%的 PD 意味着贷款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为 20%。（如同上
文所述，IFRS 9 对 12 个月的违约概率和整个存续期的违约概率作出了区分）。
在违约时发生的损失（LGD）是指在违约时发生的损失金额。例如，70%的 LGD 意味着若发生违约，仅会损失在违约发生的时点
的余额的 70%，而剩余 30%的余额则可（通过收回证券或现金收款）予以收回。
违约风险敞口（EAD）是指预期在违约发生的时点尚未清偿的应收款余额。
对于诸如应收账款等项目，着重考虑违约概率以出于区分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目的跟踪信用风险是
否显著增加的要求似乎过于复杂。这是因为应收账款未清偿的期限通常相对较短，试图确定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并不切实可行。例
如，应收账款的典型赊销期可能是 30 天。采用“一般方法”将要求主体识别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的应收账款，在此
基础上将计量区分为上文所述的“一般方法”下的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然而，从纯计量基础上考
虑，“一般方法”不会就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得出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赊销期仅为 30 天。因此有
必要作出简化。要求主体针对短期应收款采用一般方法并不切实可行且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IFRS 9 允许主体针对应收账
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运用“简化方法”。简化方法允许主体针对所有此类资产确认整个存续期的预期损失，而无需识别信用
风险的显著增加。
然而，并非所有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或租赁应收款均属短期（即，期限足够短从而无需区分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和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例如，向客户提供延长赊销期的主体的应收账款（如家具零售商允许其客户在三年内对购买的商品进行支付）。在这种
情况下，与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相比，确认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可能会导致确认更多的损失准备及更高金额的减值损失。IFRS
9 并不希望为主体造成过重负担，因此允许主体在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情况下作出会计政策选择。此举旨在应对对于信用风险并未增
加的资产使用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将导致与应用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相比计提了过多的损失准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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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简化方法”时可作出哪些会计政策选择？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要求按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准备（即，主体必须始终运用“简化方
法”）。对于其他应收账款、其他合同资产、经营租赁应收款和融资租赁应收款，主体可分别针对每一类资产应用不同的会计政策选
择（但该会计政策应当一致地应用于特定类型的所有资产）。

可作出哪些会计政策选择？

不含 IFRS 15 规定的重大融资
成分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始终运用“简化方法”
（不存在会计政策选择）

包含 IFRS 15 规定的重大融资
成分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租赁应收款

运用“一般方法”或“简化方法”

运用“一般方法”或“简化方法”

何为重大融资成分？
如果合同各方（以明示或隐含的方式）商定的付款时间为客户或主体提供涉及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的重大融资利益，则存在重大
融资成分。[IFRS 15:60] 如果存在下列任一因素，则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IFRS 15:62]
• 客户预先就商品或服务进行支付，且这些商品或服务的转让时间由客户自行决定。
• 客户所承诺的对价金额很大一部分是可变的，且对价的金额或时点是基于未来某一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该事件几乎不受客户或

主体控制（例如，如果对价是基于销售的特许使用费）。
• 已承诺对价与商品或服务的现金售价之间的差额是由向客户或主体提供融资以外的其他原因所致，且该两项金额之间的差额与产

生差额的原因相称。例如，付款条款可能向主体或客户提供保护以防止另一方未能依照合同充分履行其部分或全部义务。
此外，IFRS 15:63 所提供的方便实务操作的方法规定，如果在合同开始时主体预计向客户转让已承诺商品或服务与客户就此类商
品或服务进行支付之间的间隔期间为一年或更短期间，则主体无需就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调整已承诺的对价金额。这似乎适用于大
多数应收账款。

本文的余下部分将重点阐述主体可如何运用“简化方法”。我们将特别关注针对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的“简化方法”。作为
说明可采用的“简化方法”的示例，我们将运用准备矩阵作为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鉴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合同资产和特定的租赁应收款（通常是经营租赁应收款）期限较短的性质，可对其应用相同或类似的方法
（如适当）。然而，需要审慎考虑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以及融资租赁应收款。在这种情况下，准备矩阵可能并
非最合适的方法。这是因为准备矩阵应用于期限较短的应收账款时较为简便，而对于长期应收款，使用较复杂统计方法的其他方法
可能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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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准备矩阵的“简化方法”的应用
对于短期应收账款（如，期限为 30 天的应收账款），鉴于产生信用风险敞口的期间内经济状况很可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确定
前瞻性经济情景可能不太重要，而历史损失率则可能是估计预期未来损失的适当基础。准备矩阵只是简单地将相关的损失率用于未清
偿的应收账款余额（即，应收账款账龄分析）。例如，主体将根据应收账款的逾期天数应用不同的损失率。取决于主体客户群的多样
性，如果主体的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表明不同客户分部发生损失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则主体应当使用适当的分组。尽管准备矩阵属于
一种简化方法，但针对下述领域应当保持审慎：
• 确定适当的分组。在使用历史损失率作为输入值时，应当对历史损失数据执行充分的尽职调查以验证关键参数包括共同信用风险特

征（如，到期日）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应当基于共同信用风险特征针对适当的应收款分组应用单
独的准备矩阵。主体应检查历史信用损失率以识别不同客户分部是否存在显著不同的损失模式。可用于对资产进行分组的标准包括
地理区域、产品类型、客户信用评级、担保品或贸易信用保险以及客户的类型（如，批发或零售）。[IFRS 9:B5.5.35]
• 针对前瞻性信息调整历史损失率。应确定历史损失率发生当时的经济状况能否代表在资产负债表日所预期的组合面临风险敞口的期

间内存在的经济状况。重要的是应基于在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考虑应用损失率方法是否适合于特定组合，以及所计算的历史损失
率是否已作出适当调整以反映组合状况和业绩的预期未来变动。
准备矩阵的示例如下。

应收账款

逾期 0 天

逾期 30 天

逾期 60 天

逾期 90 天

逾期超过 120 天

损失率

1%

2%

3%

20%

100%

需要对准备矩阵应用损失率的道理相当简单。但如何确定损失率？为回答这一问题，下文阐述了运用准备矩阵的分步骤方法。由于
IFRS 9 并未提供任何特定指引，因此主体可采用多种方式建立准备矩阵。

详细考虑
步骤 1 – 确定适当的分组
IFRS 9 并未就如何对应收账款进行分组提供任何明确指引或具体要求，然而，可基于地理区域、产品类型、客户评级、担保品或
贸易信用保险以及客户的类型（如，批发或零售）进行分组。
为了能够对应收账款应用准备矩阵，首先应将个别应收账款总体汇总归入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别。在基于共同信用
特征对项目进行分组时，重要的是应当了解并识别驱动每个不同分组的信用风险的最重要因素。
以一家通过为期 24 个月的合同出售手机及网络接入服务的电信公司为例。该电信公司可能由于批发客户与零售客户具有不同的信
用风险特征而将源自两者的应收账款分开为两组。此外，公司可能将与手机相关的应收款（代表在 24 个月内到期的应收款）与每
月网络接入服务收费相关的应收账款分开为两组，因为与两者的信用风险敞口的期间相关的风险特征并不相同。随后，主体可按地
区对上述各组应收账款作进一步分组（如相关）。
在此基础上，主体可能确定准备矩阵仅适用于与每月网络接入服务相关的应收账款，并需要针对与手机销售相关的应收账款（反映
24 个月内的应收账款）应用不同的方法。
此外，假定已识别出各自具有不同信用风险特征的两个相关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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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导致本例中的电信公司识别出具有共同信用风险特征的 8 个分组。
电信公司
地区 1

地区 2

零售客户

批发客户
手机
应收款

网络收费
应收款

手机
应收款

批发客户
手机
应收款

网络收费
应收款

零售客户

网络收费

手机

应收款

应收款

网络收费
应收款

步骤 2 – 确定观察历史损失率涵盖的适当期间
在识别出具体分组后，需要搜集每个分组的历史损失数据。IFRS 9 并未就追溯搜集历史数据的期限提供特定指引。需要运用判断
来确定可获得与应收账款被收回的未来期间相关的可靠历史数据的期间。一般而言，该期间应当具有合理性 – 不应不切实际地过短
或过长。在实务中，该期间可横跨 2~5 年。
步骤 3 – 确定历史损失率
在识别出具体分组以及选择可获得损失数据的期间之后，主体应确定每个分组进一步细分的各个逾期类别的预期损失率（即，针对
逾期 0 天余额的损失率、针对逾期 1-30 天余额的损失率、针对逾期 31-60 天余额的损失率等）。为此，主体应通过获取所确定
的期间内的可观察数据来确定每个组别或分组的历史损失率。
IFRS 9 并未就如何计算损失率提供任何特定的指引，这将需要运用判断。
继续步骤 1 中电信公司的示例，让我们考虑一下地区 1 中零售客户的网络收费。该主体应如何计算损失率？
步骤 3.1 – 确定所选定历史期间内的赊销总额和信用损失总额
主体在选定拟搜集历史数据的期间之后，应当确定其提供的赊销总额以及此类赊销引致的信用损失总额。在相关期间内获取的数据
应予合并并计算其平均值。不过为便于说明，本例使用的历史数据反映了获取自一个财年的信息。
例如，假设该电信公司使用 2017 财年的数据，并确定下列各项：
• 2017 年已记录的赊销总额：$10,500,000
• 与上述销售相关的信用损失总额：$125,000

在知悉赊销总额和信用损失总额之后，需要确定相关的“账龄”。主体需要分析其数据以确定收回全部应收账款所需的时限（即，
相关余额在各个账龄段之间的转移），并确定在每一个逾期类别中最终无法收回的余额的比例。换言之，在达到每个逾期指标的应
收账款中，最终能够收回的余额比例是多少？该做法旨在基于在达到特定逾期时点后“变为坏账”的应收账款比例的过往历史来确
定一个预期。
上述分析将要求会计系统识别客户支付其赊销发票的具体时间。随后，将该信息归入不同的时间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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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2 – 何时取得现金？

达到该账龄分组的销售额

在该账龄分组中收回的金额

达到下一个账龄分组的销售额

逾期 0 天

$10,500,00

$5,000,000

$5,500,000

逾期 1~30 天

$5,500,000

$2,750,000

$2,750,000

逾期 31~60 天

$2,750,000

$1,350,000

$1,400,000

逾期 61~90 天

$1,400,000

$750,000

$650,000

逾期超过 90 天

$650,000

$525,000

$125,000

从未支付（冲销）

$125,000

-

（冲销）

更深入了解 | IFRS 9

在对现金收款执行分析并对未清偿的余额进行分组之后，应计算历史损失率。历史损失率通过将信用损失总额除以达到每个账龄分
组的赊销额进行计算（参见下表）。

步骤 3.3 – 确定历史损失率

逾期 0 天

逾期 1~30 天

逾期 31~60 天

逾期 61~90 天

逾期超过 90 天

未清偿余额

$10,500,000

$5,500,000

$2,750,000

$1,400,000

$650,000

信用损失总额

$125,000

$125,000

$125,000

$125,000

$125,000

历史损失率

1%

2%

5%

9%

19%

将每个账龄段的信用损失总额除以未清偿余额的逻辑，可通过跟踪不同账龄段内的损失准备加以解释。将上文计算得出的损失率乘
以在任何时点的未清偿的赊销额，将得出$125,000 的损失准备（即，赊销总额$10,500,000 的在整个存续期的预期损失）。相
关说明如下。

历史信用损失总额占所提供的赊销总额

所提供的赊销额
$10,500,000
的信用损失为 $125,000

的 1%。换言之，在考虑逾期状况之
前，历史损失表明预期损失率为 1%

30 天后，未清偿余额为
$5,500,000

尽管未清偿余额已减少，但我们知悉该余额

将产生的损失总额为$125,0000。因此，
逾期 30 天的历史损失率为 2%

30 天后，未清偿余额

为$2,750,000

尽管未清偿余额已减少，我们知悉该余额将
产生的损失总额为$125,0000。因此，逾
期 31~60 天的历史损失率为 5%

继续相同的过程……

上述计算跟踪了 1 年的不同账龄段的赊销额以作为历史损失的指标。在报告日，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是对赊销额如何在各个账龄段之
间变动的汇总。换言之，该分析是某一时点的快照。因此，上文计算得出的历史损失率是计算 IFRS 9 的预期信用损失估计的有用
起点。
该电信公司将必须针对在步骤 1 识别出的适合运用准备矩阵来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每个分组重复上述操作。
步骤 4 – 考虑前瞻性宏观经济因素并得出适当的损失率
步骤 3 计算得出的历史损失率反映与历史数据相关的期间内的经济状况。尽管历史损失率是确定预期损失的起点，但它不一定是
应用于账面金额的最终损失率。继续上文的示例，历史损失率是基于 2017 财年计算得出。然而，假设在 2018 年报告日，可获
得的信息表明在其中一个特定地区因突发的经济衰退而导致失业率预计会上升，而失业率上升预期将导致短期内的违约情况增
加。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损失率将无法反映适当的预期损失且将需要作出调整。这将是需要运用重大判断的领域，并需要对未来
的经济状况作出合理及可支持的预测。
为说明更新历史损失率的必要性，我们继续采用步骤 3 中计算的历史损失率。历史数据表明，在上一次该特定地区就业人数大幅下
滑时，应收账款损失率平均增加 20%。可以基于与经济周期中任何时点的对比来对历史损失情况执行分析。

7

更深入了解 | IFRS 9

值得注意的是，20%的增幅不一定同时适用于所有账龄段。但出于本例演示目的，我们假定情况如此。因此，历史损失率必须增
加 20%以反映当前的经济预测。

针对前瞻性信息更新历史损失率

未逾期

逾期 30 天

逾期 60 天

逾期 90 天

逾期超过 90 天

历史损失率增加 20%

1.2%

2.4%

6%

10.8%

22.8%

为便于说明，仅针对损失率作出一项调整以反映失业率上升导致的较高信用损失风险。可能需要对步骤 3 计算得出的平均历史损失
率作出多项调整以反映在报告日信用风险环境的独有特征。
在步骤 3 中确定损失率并在步骤 4 中针对前瞻性宏观经济因素作出相应调整之后，随后应以与确定该损失率的组别相一致的方式使
用该损失率来确定预期信用损失。
步骤 5 –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步骤 1 所确定的每个分组的预期信用损失应通过将当期应收账款总额乘以损失率进行计算。例如，应将经特定调整的损失率
应用于每个分组中每个账龄段的应收账款余额。在计算每个账龄段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之后，仅需加总每个账龄段的预期信
用损失便可得出整个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总额。如果我们假定截至报告日未清偿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652,000 且账龄分析详情
如下表所示，则计算得出的预期信用损失将是$55,416。下表说明了如何使用步骤 4 计算的损失率计算最终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确定预期信用损失

逾期 0 天

逾期 1~30 天

逾期 31~60 天 逾期 61~90 天 逾期超过 90 天

$875,000

$460,000

$145,000

$117,000

$55,000

预期信用损失率

1.2%

2.4%

6%

10.8%

22.8%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10,500

$11,040

$8,700

$12,636

$12,540

截至报告日尚未清偿
的余额

合计

$55,416

结语
新的减值要求将影响几乎所有主体而非仅仅大型的金融机构。如果主体拥有重大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余额，则需要审
慎确保采用适当的流程来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此外，不应低估为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规定的与信用风险相关的更广泛披露要求而需
实施的工作。主体应考虑须提供的披露程度（尤其是在采用 IFRS 9 的第一年）。重要的是财务报表使用者应当了解任何增加的减
值、所应用的会计政策、以及在采用 IFRS 9 时须运用判断的重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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