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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IFRS 3中业务的定义作出修订
内容
背景

本期《IFRS 聚焦》阐述了近期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的修订。该修订的
标题为《业务的定义 – 对 IFRS 3 的修订》。

有关修订
生效日期

• 修订指出为认定业务，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必须至少包括相结合能
够显著促进产出能力的投入和实质性过程。

进一步信息

• 引入了额外的指引，以协助确定是否取得了一个实质性过程。新增的示

主要联系人

例亦有助于诠释被视为业务的情形。
• IASB 删除了关于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够置换任何缺失的投入或过程并持
续生产产出的评估。
• 缩小了业务和产出的定义的涵盖范围，关注于向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并删除了提及降低成本的能力的内容。
• IASB 引入了一项可选的集中度测试，允许就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
是否并非一项业务执行简化评估——如果所取得的总体资产所有的公允
价值实质上集中于单项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的可辨认资产，则所购买
的一组活动和资产并非一项业务。
• 有关修订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于购买日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
后日期开始的首个年度报告期间期初或之后的所有企业合并及资产购
买，允许提前采用。

背景

请参阅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
息：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IASB 对 IFRS 3 的实施后复核发现，许多利益相关方对在应用 IFRS 3 时
如何诠释及应用业务的定义存有疑虑。由于对购买一项业务和购买一组资
产在商誉、购买成本和递延所得税上存在不同会计处理要求，IASB 发布了
旨在澄清业务定义的修订以对上述疑虑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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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IFRS 3 与相应的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的要求（《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141
号》(修订版)（SFAS 141(R) ））已大致实现趋同。对于业务的定义，对 SFAS
141(R)的实施后复核显示了与 IFRS 3 实施后复核所反映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据此，美国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 2017 年对 US GAAP 作出了修订。
尽管 IASB 对 IFRS 3 的修订基于与 US GAAP 的修订相类似的结论，但在某些方面两者
仍存在差异。然而，IASB 预期有关修订将使得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主体与
采用 US GAAP 的主体之间对业务定义的运用更趋于一致。
有关修订
满足业务定义的最低要求
有关修订澄清，尽管业务通常有产出，但产出并非是使一组活动和资产的集合构成业务所
必需的。然而，为满足业务的定义，一组活动和资产的集合必须至少包括相结合能够显著
促进产出能力的投入和实质性过程。IASB 同时澄清，有产出及产出本身并不足以确定一
组活动和资产的集合构成业务。取而代之的是，主体需要证明已同时取得投入以及实质性
过程。
为澄清在未包括形成产出所需的全部投入和过程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业务，IASB 将术语
“产出能力”替换为“促进产出的能力”。
评估所取得的过程是否是实质性的
为确定所取得的过程是否是实质性的，取决于在购买日是否具有产出，需应用不同的标准。
对于在购买日具有产出的一组活动和资产的集合（即，在购买日产生收入的活动和资
产），如果符合下述两种情形之一，则所取得的过程具有实质性：
(a) 该过程对继续生产产出的能力至关重要，且所取得的投入包括具备实施该过程

（或一组过程）的必要技能、知识或经验的有组织的员工；
(b) 该过程能够显著促进持续生产产出的能力，并且是独有或稀缺的，或在不付出重

大成本、努力或不导致持续生产产出的能力发生延误的情况下无法予以置换。
对于在购买日不具有产出的一组活动和资产的集合，如果同时满足下述两项标准，则所取
得的过程是具有实质性的：
(a) 该过程对将所取得的一项或多项投入开发或转换为产出的能力至关重要；
(b) 所取得的投入同时包括具备实施该过程（或一组过程）的必要技能、知识或经验

的有组织的员工，以及员工能够用于开发或转换为产出的其他投入。
IASB 在 IFRS 3 的示例中新增了若干例子，以说明在特定情形下如何应用新指引。
观察
IASB 指出，所购买的合同是一项投入但并非实质性过程。然而，所购买的合同能够使主
体获得有组织的员工，进而能够实施主体所控制并因此已取得的实质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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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参与者置换缺失要素的能力
在有关修订发布前，IFRS 3 规定如果市场参与者有能力购买业务并持续生产产出（例如，
把业务与其自身的投入和过程结合），则业务并不需要包括卖方在经营该项业务中使用的所
有投入或过程。
IASB 现删除了上述内容，因为 IFRS 3 实施后复核的参与者指出，评估市场参与者是否
有能力实施此类整合颇具挑战性。取而代之的是，如上文所述，IASB 决定关注所取得的
投入和所取得的实质性过程相结合能否显著促进产出能力。
缩小产出的定义的涵盖范围
为缩小产出定义的涵盖范围，IASB 修订了 IFRS 3 附录一中业务的定义以及 IFRS 3 应用
指南中产出的定义。有关修订使产出关注于向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IASB 希望借此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中产出的概念保持一致。
有关修订从新定义中删除了提及直接向投资者或其他所有者、成员或参与者提供低成本和
其他经济利益的形式的回报的内容。IASB 认为，降低成本并非区分业务购买和资产购买
的有用概念。许多不包括实质性过程的资产购买亦可能有降低成本的动机。
识别公允价值集中度的可选测试
IASB 引入了一项可选测试，允许就所购买的一组活动和资产是否并非一项业务执行简化
评估（集中度测试）。若通过集中度测试，一组活动和资产将被确定为非业务且无需执行
进一步评估；若未能通过测试，则主体应执行上述评估以确定所取得的活动和资产是否为
一项业务。
如果所取得的总体资产所有的公允价值实质上集中于单项可辨认资产或一组类似的可辨认
资产，则通过集中度测试。IASB 认为在测试中应关注总体资产而非净资产，因为债务或
其他负债的存在与购买是否为企业合并无关。此外，集中度测试将所取得的现金和现金等
价物、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因递延所得税负债影响而产生的商誉排除在外，因为此类项目与
所取得的一组活动和资产是否包括一项实质性过程无关。
随同 IFRS 3 发布的示例新增了关于如何执行该测试的例子。
观察
在有关修订的结论基础中，IASB 认为，理论上集中度测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将交易识别
为资产购买，而在执行详细评估时该项交易则可能被识别为企业合并。集中度测试旨在最
大限度减少上述情况，然而，如果出现“假阳性”的错误测试结果，将导致主体未能确认
经济上存在的商誉。IASB 指出，商誉并非所购买的总体资产公允价值的实质性组成部
分，否则将产生“假阴性”的错误测试结果。
生效日期
有关修订适用于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首个年度报告期间期初或之后发
生的企业合并和资产购买，允许提前采用。如果主体针对较早的期间应用该修订，则应当
披露这一事实。
进一步信息
如您对IFRS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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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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