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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聚焦
IASB发布年度改进：2011-2013年周期
内容
为何发布该等修订？
新要求将于何时生效？
有关修订引入了哪些变
更？

内容概要
• 有关修订对下列准则构成影响：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1） – 澄清“已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含义；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 澄清将
合营企业排除在 IFRS 3 范围外；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
澄清投资组合例外的适用范围；
- 《国际会计准则第 40 号——投资性房地产》（IAS 40）– 澄清
IFRS 3 与 IAS 40 之间的相互联系。
• 上述修订对自 2014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
允许提前采用。

本期《IFRS 聚焦》阐述了近期依照年度改进程序发布的对四项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IFRS）的修订。
为何发布该等修订？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
进：2011–2013 年周期》汇总了依照年度改进程序发布的第六批修订；
年度改进程序旨在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必要但非迫切的修订。
新要求将于何时生效？
有关修订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于自 2014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
始的年度期间，允许提前采用。特定的过渡性规定请参见下文的相关
部分。
更多有用的资讯请参阅以下网
站：

www.iasplus.com
www.deloitte.com

允许主体提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进：2011–2013 年周
期》中的任一项单独修订而无需同时采用所有其他的修订。

有关修订引入了哪些变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主题

有关修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1 号——首次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1）

“已生效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的含义

对结论基础作出修订，以澄清在某项新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允许提前采用的情况下，允许（但
不强制要求）首次采用者应用该尚未生效的新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如果主体选择提前采用该
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必须对列报的所有期
间追溯应用该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除非 IFRS
1 规定的豁免或例外情况允许或要求作出其他
处理。因此，该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任何过
渡性规定并不适用于选择提前应用该新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的首次采用者。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3 号——企业合
并》（IFRS 3）

将合营企业排除在
IFRS 3 范围外

对范围部分作出修订，以澄清 IFRS 3 并不适用
于合营安排自身财务报表中针对所有类型的合
营安排的形成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13 号——公允价值
计量》（IFRS 13）

投资组合例外的适用
范围（第 52 段）

修订了以净额基础计量一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公允价值的投资组合例外的适用范围，以澄
清其包括属于《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范围或按照该两项准则核算的所有合同
（即使此类合同并不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IAS 32）中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定
义）。
与首次采用 IFRS 13 时须采用未来适用法相一
致，该项修订须自首次应用 IFRS 13 的年度期
间的期初起采用未来适用法。

《国际会计准则第 40
号——投资性房地
产》（IAS 40）

IFRS 3 与 IAS 40 之
间存在的相互联系

IAS 40 已作出修订，以澄清 IAS 40 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
并非互相排斥，并且可能要求同时应用该两项
准则。因此，取得投资性房地产的主体必须确
定 (a) 该房地产是否符合 IAS 40 中投资性房地
产的定义，及 (b) 该交易是否符合 IFRS 3 中企
业合并的定义。
该项修订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于自 2014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期间内取得的投资
性房地产。仅当主体能够获得所需的信息时，
才允许主体提前采用该项修订和/或重述前期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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