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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发布对IFRS 16的修订以延长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
租金减免的实务豁免
内容
背景
有关修订

本期《IFRS 聚焦》阐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21 年 3 月发布的对《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的近期修订，题为《2021 年 6 月 30 日以后的
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


2020 年 5 月，IASB 对 IFRS 16 作出修订，为承租人提供了一项实务变通，豁免承租
人评估与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是否属于一项租赁修改。



除其他条件外，2020 年修订仅允许承租人对只影响原本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之
前到期的租赁付款额的任何减少的租金减免运用该实务变通。



由于疫情持续蔓延，IASB 已延长该日期以允许承租人对只影响原本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的租赁付款额的任何减少的租金减免运用该实务变通。



此项修订对自 2021 年 4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承租人
提前（包括在修订发布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尚未批准报出的财务报表）采用有关修
订。主体应当追溯应用该修订。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
规定
进一步信息

背景
2020 年 5 月，IASB 对 IFRS 16 作出了修订以向承租人提供一项实务变通，豁免承租人评
估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是否属于一项租赁修改。运用该实务变通的承租人
在核算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时不将其作为租赁修改。
请参阅德勤 2020 年 5 月发布的《IFRS 聚焦》以了解有关修订的详情。
该实务变通仅适用于作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直接后果而发生的租金减免，并且仅当满足
特定条件时才适用。在2020年5月的修订中，其中一项条件为租赁付款额的减少仅影响
原本于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应付金额。
利益相关方指出，IASB 在制定该实务变通时并未预见到疫情的持续严重和长期影响，
因为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当前疫情带来的持续影响至少与 2020 年 5 月时一样严重。因
此，出租人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后仍向承租人提供减少租赁付款额的租金减免，而
许多此类租金减免均符合运用实务变通的条件。
IASB 承认利益相关方的担忧并决定延长上述豁免。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
更多信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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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修订
IASB 对 IFRS 16 作出修订以延长上述实务变通的适用期，以使其适用于仅影响原本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的租赁付款额的任何减少的租金减免，前提是须符合实务
变通的其他条件。这是对实务变通作出的唯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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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两名理事会成员投票反对发布有关修订。他们认为，延长实务变通的适用期将进一步削弱运用与不运用该
实务变通的承租人之间的可比性。他们指出财务报表使用者支持 2020 年 5 月修订的前提是将该实务变通限
定在特定的时间段，而有关修订的将延长适用期 12 个月，并表明 IASB 制定 2020 年 5 月修订的一个关键原
因是承租人在当时首次采用 IFRS 16，而现在不再存在这一情况。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此项修订对自 2021 年 4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承租人提前（包括在修订终稿
发布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尚未批准报出的财务报表）采用有关修订。
承租人应当追溯应用有关修订。据此，应在首次采用该修订的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将应用该项修订的累
计影响确认为对期初留存收益（或权益的其他组成部分，如适当）的调整。
承租人必须将该实务变通一致地应用于相似情况下具有类似特征的符合条件的合同， 无论合同是因 2020
年 5 月修订还是 2021 年 3 月修订而符合运用该实务变通的条件。
观察
IASB 在结论基础中指出，本次修订仅对运用该实务变通必须符合的多个条件中的日期条件作出更改——既
未引入新的实务变通，亦未包括运用（或不运用）实务变通的新选择权。因此，已运用该实务变通的承租
人必须将现已扩大的实务变通的范围同时应用至相似情况下具有类似特征的符合条件的合同。
对于此前选择不对符合条件的租金减免运用实务变通的承租人，此次修订不允许其选择运用该实务变通。
尚未对符合条件的租金减免运用（或不运用）实务变通确立会计政策的承租人，仍能够决定运用该实务变
通。但是，此类承租人将必须对具有相似特征和类似情况的符合条件的合同作出追溯调整并一致地应用。
进一步信息
如您对 IFRS 16 的修订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德勤日常联系人反映或联络本《IFRS 聚焦》所列的联系人。
德勤会计研究工具（DART）是一个汇集会计和财务披露文献的综合在线技术资料库。载于 DART 的 iGAAP
让您能够查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各项准则全文，并提供下列内容的链接：
• 就按照 IFRS 准则进行报告提供指引的德勤具权威性的最新 iGAAP 手册；及
• 针对按照 IFRS 准则报告的主体的财务报表范例。
如需申请订阅 DART，请点击此处发起申请流程并选择 iGAAP 订阅计划。
请点击此处了解关于 DART 的更多信息（包括订阅计划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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