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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般列报和披露（征求意见稿）》中文简介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一般列报和披露（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截

止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现将征求意见稿简要介绍如下： 

一、修订背景 

作为理事会“促进财务报告更好地沟通”工作内容之一，

理事会开展了主要财务报表研究项目。本征求意见稿中的建

议是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部分内容，旨在回应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业绩报告开展研究项目的强烈要

求。 

二、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包括理事会关于改进财务报表信息沟通的

建议，主要聚焦损益表的业绩信息。同时，理事会也建议对

现金流量表和财务状况表进行有限的修改。征求意见稿的主

要内容包括： 

1. 以一项新准则替代《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

表列报》，新准则由两部分构成： 

（1）对财务报表列报和披露的新规定； 

（2）沿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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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仅对措辞做有限改动。 

2. 对其他准则的修改建议： 

（1）《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 

（2）《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 

（3）《国际会计准则第 33 号——每股收益》； 

（4）《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中期财务报告》； 

（5）《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 

（6）《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 

三、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损益表的结构。 

表 1（见下页）是主体应用本项目修订建议而编制的损

益表摘要，该主体不以投资作为其主要业务活动，也不以为

客户提供融资作为其主要业务活动。 

征求意见稿建议，主体在损益表中列报以下新的小计金

额（表 1 中阴影部分）： 

（1）经营损益； 

（2）经营损益以及来自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收益和费用； 

（3）息税前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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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损益表摘要 

 

 

 

 

 

 

 

 

 

 

 

 

 

 

 

在列报新的小计金额时，主体应在损益表中将收益和费

用按照以下分类列报（分类如表 1 中右侧方框所示）： 

（1）经营活动； 

（2）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3）投资活动；以及 

（4）筹资活动。 

经营活动分类包括主体主要业务活动的所有收益和费

用，不包括分类为投资活动或筹资活动的收益和费用。因此，

经营活动分类包括： 

收入 X 

经营费用 (X) 

经营损益 X 

在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损益份额 X 

经营损益以及来自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收益和费用 

X 

在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损益份额 X 

投资收益 X 

息税前损益 X 

来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利息收入 X 

筹资活动费用 (X) 

养老金负债和准备金的实际利率摊销额 (X) 

税前损益 X 

经营活动 

一体化的联营

和合营企业 

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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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源于主体主要业务活动中进行投资相关的收益

和费用（征求意见稿第 48 段）；以及 

（2）对于将为客户提供融资作为主要业务活动的主体，

其来源于筹资活动的收益和费用，以及来源于的现金和现金

等价物的收益和费用（征求意见稿第 51 段）； 

投资活动分类包括投资收益，即来源于独立产生投资回

报的资产的收益和费用，该资产应基本独立于主体持有的其

他资源 1。投资活动分类也包括相关的增量费用。 

筹资活动分类包括：2 

（1）来源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收益和费用； 

（2）来源于筹资活动负债的收益和费用；以及 

（3）其他负债的利息收入和费用，例如，养老金负债

和准备金的实际利率摊销额。 

理事会关于损益表中分类的建议，并未与主要财务报表

项目中的分类保持一致。因此，损益表中经营活动、投资活

动和筹资活动的分类不必与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投资活

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相对应。 

问题 1：关于经营损益。 

征求意见稿第 60（a）段建议所有主体在损益表中列报

经营损益小计金额。结论基础第 BC53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

建议的理由。 

                                                        
1 上一段（1）所述情形除外。 
2 上一段（2）所述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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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问题 2：关于经营活动分类。 

征求意见稿第 46 段建议，主体应将所有未列入其他分

类（如投资活动分类或筹资活动分类）的收益和费用，列入

经营活动分类。结论基础第 BC54 至 BC57 段阐述了理事会

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问题 3：关于经营活动分类——主体主要业务活动中进

行投资相关的收益和费用。 

征求意见稿第 48 段建议，主体应将来源于主体主要业

务活动中进行投资相关的收益和费用，列入经营活动分类。

结论基础第 BC58 至 BC61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问题 4：关于经营活动分类——将为客户提供融资作为

主要业务活动的主体。 

    征求意见稿第 51 段建议，将为客户提供融资作为主要

业务活动的主体，应将以下两项均列入经营活动分类：一是

与作为主要业务活动向客户提供融资相关的，来源于筹资活

动以及来源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收益和费用；二是所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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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筹资活动的收益和费用以及所有来源于现金和现金等

价物的收益和费用。结论基础第 BC62 至 BC69 段阐述了理

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问题 5：关于投资活动分类。 

征求意见稿第 47 至 48 段建议，除非是作为主体主要业

务活动的投资，对于独立产生投资回报且基本独立于主体持

有的其他资源的资产，主体应将收益和费用（包括相关增量

费用）列入投资活动分类。结论基础第 BC48 至 BC52 段阐

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问题 6：关于息税前损益和筹资活动分类。 

征求意见稿第 60（c）段和第 64 段建议，除某些特定主

体外（见征求意见稿第 64 段）的所有主体，在损益表中列

报“扣除筹资影响活动和所得税前的损益”小计金额；第 49

段建议了应列入筹资活动分类的收益和费用。结论基础第

BC33 至 BC45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二）一体化的和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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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建议引入“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和“非

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定义，要求主体将采用权

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划分为与其主要

业务活动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或者非一体化的联

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理事会同时建议要求主体分别提供关于

“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和“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相关信息。理事会建议要求主体： 

（1）关于分类：在损益表中将来自一体化的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收益和费用列入“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分类，并列报“经营损益和来自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收益和费用”小计金额（征求意见稿第 53 段和第

60（b）段）； 

（2）关于列报：一是作为现金流量表投资活动的现金

流量，分别列报来自对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的

现金流量和来自对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的

现金流量（建议《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新增第 38A 段）；

二是在财务状况表中，将对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

资的投资和对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分别

列报（征求意见稿第 82（g）至 82（h）段）；以及 

（3）关于披露：在附注中，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12 号》第 20 段的要求，对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和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分别披露（建议《国际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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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新增第 20E 段）。 

问题 7：关于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征求意见稿建议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新增

第 20A 至 20D 段，对“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和“非

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进行定义，并要求主体进行

识别；第 60（b）段建议要求主体在损益表中列报经营损益

和来自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收入费用的小计金

额；第 53 段、第 75（a）段、第 82（g）至 82（h）段建议

《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新增第 38A 段、《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 12 号》新增第 20E 段，要求主体分别提供一体化的联

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和非一体化的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信

息。结论基础第 BC77 至 BC89 段和第 BC205 至 BC213 段阐

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和理事会考虑过但未采用的方

法。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三）财务报表、汇总和分解的作用。 

1．理事会建议描述主要财务报表和附注的作用，还建

议就信息汇总和分解提出原则和一般要求，这些原则既适用

于主要财务报表的列报，也适用于附注的披露。 

问题 8：关于主要财务报表和附注、汇总和分解的作用。 

征求意见稿第 20 至 21 段，描述了主要财务报表和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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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第 25 至 28 段和第 B5 至 B15 段，就信息汇总和分

解的原则和一般要求提出了建议。结论基础第 BC19 至 BC27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2．理事会建议继续要求主体选择费用性质法或费用功

能法对经营费用进行分析，并在损益表中列报，所采用的方

法应是能为财务对报表使用者提供最有用信息的方法。此

外，理事会建议主体应当对选择经营费用分析方法时考虑的

因素加以说明（征求意见稿第 B45 段）。使用费用功能法的

主体还应当在附注中专门披露使用费用性质法对其经营费

用总额的分析。 

问题 9：关于对经营费用的分析。 

征求意见稿第 68 段和第 B45 段分别提出了主体选择费

用性质法或费用功能法对经营费用分析和列报的要求和应

用指南。征求意见稿第 72 段提出，选择费用功能法的主体

还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基于费用性质法的分析信息。结论基础

第 BC109 段和第 BC114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3．理事会建议引入“非经常损益” （unusual income and 

expenses）的概念，并要求所有主体应当在附注中专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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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损益。理事会还拟订了主体确认非经常损益的应用指

南。 

问题 10：关于非经常损益。 

征求意见稿第 100 段阐述了“非经常损益”的概念；第

101 段建议要求所有主体应当在附注中专门披露非经常损

益；第 B67 段和第 B75 段是确认非经常损益的应用指南；第

101(a)段和第 101(d)段列出了应当披露的与非经常损益相关

的信息。结论基础第 BC122 段和第 BC144 段阐述了理事会

此项建议的理由和理事会考虑过但未采用的方法。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四）关于管理层业绩指标。 

理事会建议引入“管理层业绩指标”（management 

performance measures）的概念，并要求主体在附注中单独披

露。管理层业绩指标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收益和费用的小计

金额：  

（1）用于对财务报表之外信息的公开沟通； 

（2）是对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获取的总额或小计金

额的补充说明；以及 

（3）向财务报表使用者传达管理层对于主体在某方面

财务业绩的看法。 

主体列报管理层业绩指标时涉及到财务报表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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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般要求。例如，每项管理层

业绩指标均应如实反映主体的财务业绩情况。但是，理事会

不建议对管理层业绩指标进一步作出限制，例如要求主体只

能基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确认和计量的金额列报管理

层业绩指标（结论基础第 BC155 段、第 BC158 至 BC162 段）。 

征求意见稿还建议规定管理层业绩指标列报的具体内

容，包括要求选取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获取的总额或小计

金额中可比性最强的项目进行调节。 

问题 11：关于管理层业绩指标。 

征求意见稿第 103 段对“管理层业绩指标”作出了定义；

第 106 段建议要求主体在附注中对管理层业绩指标专门披

露；第 106(a)至 106(d)段规定了管理层业绩指标披露的具体

内容。结论基础第 BC145 至 BC180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建

议的理由和理事会考虑过但未采用的方法。 

（1）您是否同意“管理层业绩指标”相关信息应当包

括在财务报表之中？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2）您是否同意关于管理层业绩指标的披露要求？同

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

其理由。 

（五）关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理事会建议不在本项目中对“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进行定义。理事会考虑过，但未认可将扣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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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和摊销前的经营损益描述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但是，

理事会建议，折旧摊销前经营损益这一小计项目，不作为管

理层业绩指标进行披露 (征求意见稿第 104(c)段)。 

问题 12：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结论基础第 BC172 段和第 BC173 段阐述了理事会建议

不对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作相关规定的理由。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六）关于现金流量表。 

理事会建议规定，在采用间接法时，主体应当对经营损

益小计金额进行调整来确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理事会还

建议，减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允许的选择权，改

为要求主体按照表 2 所示，在现金流量表中对利息和股利的

现金流量进行归类。 
表 2  利息和股利的现金流量归类 

现金流项目 多数主体 特定主体 

支付的利息 筹资活动 会计政策的选择，具体分类应根据相

关收益和费用在损益表中的分类情况

确定。 

收到的利息 投资活动 

收到的股利 投资活动 

支付的股利 筹资活动 

注：特定主体是指以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或投资于独立产生投资回报且基本独立于主

体持有的其他资源的资产作为主要业务活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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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3：关于现金流量表。 

征求意见稿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第 18（2）

段的修订建议将导致采用间接法的主体应当对经营损益小

计金额进行调整来确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建议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中新增第 33A 段、第 34A 至第 34D

段，对利息和股利的现金流量分类方法进行了规定。结论基

础第 BC185 段和第 BC208 段阐述了理事会此项建议的理由

和理事会考虑过但未采用的方法。 

您是否同意该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如

果不同意，请提出您的建议及其理由。 

（七）关于其他建议。 

问题 14：关于其他建议。 

您对征求意见稿各项修订建议，包括效果分析（结论基

础第 BC232 至第 BC312 段以及附录）和附后的示例等，是

否有其他意见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