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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保险前沿动态

“IASB已经完成了计
划中的技术性重新审
议，我们预计保险合同
准则的最终版本将于今
年年底出台。
”
– Joachim Kölschbach,
毕马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险业
全球主管合伙人

2016年1月议程讨论

在1月份的会议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考虑了确定亏损合
同及分配合同服务边际的汇总层次，并继续就酌情分配现金流量展
开讨论。
汇总层次

IASB同意提供额外指引，以帮助实体更好地评估构建保险合同组合的层次，从而确认
亏损合同的损失，并分配合同服务边际（CSM）。它还同意，即使在监管法规影响合同
定价的时候也不得对建议允许任何例外。

酌情分配的现金流量

对于按一般计量模型计量的，且包含有应向投保人支付酌情分配的现金流量的参与
分红合同，IASB同意实体应该明确其酌情分配权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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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技术性重新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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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层次
IASB同意将进一步
澄清保险合同组合的
构建标准。

亏损合同的汇总层次
何为具体问题？

IASB 在其多次会议上讨论了核算保险合同时的合同汇总层次。2014年6月，IASB 在
征求意见稿2013/7 号《保险合同》
（
“征求意见稿”
）中增加了指引以澄清相关建议，说
明该建议的目标是为单个保险合同提供计量原则，但在应用该建议目标时，实体可以
将满足目标的保险合同进行汇总。设立目标的用意是为了帮助编制者在初始确认时
1
确定合同服务边际，以及对合同服务边际进行后续调整和分配。
2015年2月，IASB 举行了教育会议，讨论了应如何在合同服务边际的后续解锁中应用
该目标2。
自从2015年2月的会议后，IASB 收到了诸多利益相关方的反馈，表示在其决
策的解读上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决策可能无法恰当反映保险公司的业
务管理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无意根据2014年6月的决策来设定目标（即，当单个合同的合同服
务边际为负数时，对所有情况均确认损失）。
他们指出了两个应该会影响这些决策的
因素：

−−往往存在这样的合同组合，即实体在初始时预期这些合同有类似的投保事件发生
概率；及

−−实体要实现目标将只需使用在初始时无须付出不当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合理及
可支持的信息。
工作人员不再认为，仅因为预期投保事件会对合同组合中各单个合同产生不同的影
响，上述因素就足以避免源于单个合同的损失被不恰当地确认。本月，工作人员考虑
了IASB 是否应该指定一个汇总层次来确定一组合同是不是亏损合同。

工作人员指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  —— 客户合同收入》
（IFRS 15）中关于收入
披露的讨论可用于制定在初始确认后确定亏损合同的汇总层次的指引。基于这一指
引，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目标，根据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预期是否会对风险的关键
驱动因素做出类似反应来进行合同分组。
工作人员认为，有必要保留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个概念，即合同组合应由在初始时有类
似预期盈利能力的合同组成，以避免单个合同信息的不当损失。

何为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建议只有在合同组合的合同服务边际为负数时，才能确认亏损合同的损失，
并且合同组合应包含在初始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合同：
−−实体预期合同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会对风险的关键驱动因素做出类似反应；及
−−合同具有类似的预期盈利能力，即合同服务边际与保费的比率类似。

1.

2

2.

详情参见IFRS Newsletter: Insurance（Issue 41）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保险前沿动
态》第41期）。
参见2015年2月IASB的Agenda Paper 2A（议程文件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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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讨论内容？

一些IASB成员建议，在指引起草过程中，应增补额外说明以帮助实体理解如何确定工
作人员建议中提及的“类似合同”
，从而忠实反映合同分组的影响。

何为IASB的决定？

IASB同意工作人员的建议。

IASB同意为分配合
同服务边际而对保险
合同进行汇总的目
标。

合同服务边际分配的汇总层次
何为具体问题？

当合同组合中的保险合同具有不同的预计期限，则部分合同的保障期预计会在组合
的平均保障期之前结束，而其他合同则会在平均保障期之后结束。
对于那些合同保障期比组合的平均保障期结束得早的合同：

−−在单个基础上计量合同意味着与那些合同有关的合同服务边际将在直到保障期结
束时点的较短期间内全部在损益中确认；及

−−在组合基础上计量合同并不一定意味着与那些合同有关的合同服务边际将在保障
期结束时在损益中确认。

2014年5月，IASB 决定，实体应该在剩余保障期内，以最能反映保险合同提供的服务
转移的系统性方式确认剩余合同服务边际。3 本月，工作人员考虑了关于实体为分配
合同服务边际而构建合同组合时应如何运用这一原则的指引。
工作人员建议，实体必须按下列因素进行合同分组。
合同分组

现金流量的金额及时间预期会对风险的
关键驱动因素做出类似反应
初始时的预期盈利能力类似，即服务合
同边际与保费的比率类似
保障期预计在类似时点上结束

3.

理由

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分组以确保对于某个
有特定盈利能力的合同，其合同服务边
际不会在该单个合同到期后再结转。
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分组以确保合同服
务边际不会在合同到期或失效很久以
后再结转。

详情参见IFRS Newsletter: Insurance（Issue 40）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保险前沿动
态》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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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建议，根据上述因素对合同进行分组，实体可以满足在剩余保障期内，以最
能反映保险合同提供的服务转移的系统性方式在损益中确认剩余合同服务边际的目
标。

何为IASB的讨论内容？

IASB 对该事宜进行了两次讨论。

在第一次讨论中，几位IASB 成员认为，最后一个条件（即保障期预计在类似时点上结
束）不是必要的。
IASB 对为分配合同服务边际而进行任何层次的合同汇总的目标应该
是什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一位IASB 成员建议IASB 同意建立一项基于原则的方法，
并由编制人员确定如何实现计量目标，因为实现目标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些
IASB 成员表示，应将合同期限和失效等因素纳入汇总层次的考虑。
但是，对于是否应
将这些因素的考量规定为目标的一部分，IASB 成员的意见不一。

修订后的工作人员建议

在初次讨论之后，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建议修订如下：

分配合同服务边际的目标：在保障期内以最能反映所提供服务的方式在单个合同基
础上确认合同服务边际。
如果在报告期结束后合同不再提供任何服务（例如合同失效
或到期）
，则应全额确认合同服务边际（即不再有剩余合同服务边际）。
如果符合上述目标，则实体可将同质合同进行组合以分配合同服务边际。
满足以下条
件则被视为达到了目标：
−−从产生金额及时间来看，实体预期组合中合同的现金流量会对风险的关键驱动因
素做出类似反应，而且合同在初始时的预期盈利能力也类似；及
−−实体调整报告期间内合同服务边际的分配，以反映期间结束后剩余合同的预计期
限和规模。

IASB还讨论了什么？

有两位IASB 成员注意到，IASB 对“单个合同层次”的概念界定不同于利益相关方对该
概念的理解。
一位IASB 成员指出，IASB 的看法是，合同组合的计量和分配必须反映出
驱动整个合同组合的估值的所有特性。与这种看法相反，利益相关方将“单个合同层
次”理解为需要在单个合同层次上计量和分配一项假设估值。
IASB 成员认为，工作人
员建议的任何目标在拟定准则时均应将此纳入考虑，并在起草过程中最终确定。

因此，IASB 成员建议工作人员在起草最终的保险合同准则时阐明，分配合同服务边际
的目标（与上述类似）可以在单个合同层次或一组同质合同组合层次上实现。
此外，实
体应被允许自行确定如何实现该目标。
但是，IASB 将提供它认为可以确保合同组合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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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目标的标准，同时也理解还有其他方式来实现目标。

一位IASB 成员还建议，在起草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标准的过程中，他们应该明确在准
则下为了不同的目的存在不同的汇总层次。另一位成员也同意并建议应在最终准则
中纳入IASB 对每种不同汇总层次的依据。

何为IASB的决定？

IASB 同意工作人员修订后的建议，并指示工作人员基于他们的讨论进一步阐明提出
的建议。

IASB 同意，不得因监
管法规的影响而允许
汇总层次的例外。

监管法规影响

何为具体问题？

用于确定亏损合同及将合同服务边际分配至损益的汇总层次均支持一个概念，即组
合应由在初始时有类似预期盈利能力的合同构成。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监管法规可能影响保险合同的定价，例如，某些地区要求实行无
性别差异定价。因此，某些利益相关方建议，当实体没有权利或实际能力来设定充分
反映特定投保人风险的价格时，IASB 应在其对此类合同确定汇总层次时允许例外。

工作人员认为，盈利能力的差异是合同之间真实的经济效益差异，它向使用者提供了
不应遗漏的信息，即使差异是由监管法规导致的。此外工作人员认为，允许例外可能
会增加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的复杂性，并可能开创一个不当的先例。

何为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建议，当监管法规影响合同定价时，在确定亏损合同或分配合同服务边际时
不应允许对汇总层次的例外。

何为IASB的讨论内容？

多位IASB 成员表达了各自的顾虑，认为当监管法规影响合同定价时，如果在确定亏损
合同或分配合同服务边际时允许对汇总层次的例外，那么就会开创一个放任受管制
的业务和/或产品不受约束的先例，这可能导致其他行业也效仿要求得到类似的例外。

何为IASB的决定？

IASB 同意工作人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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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见解

为了回应利益相关方的顾虑，IASB 就保险合同的汇总进行了额外澄清。
鉴于行业
内产品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加之IASB 在此前会议中确定了基于原则的方法，因此
在评估汇总层次时将需要进行判断。本月的澄清将有助于管理层进行相关评估。
然而，管理层仍需应用判断，以确保忠实反映合同分组的影响。
IASB 的决定可能导致比那些出于会计目的界定的合同组合定价水平更高的合同
呈现亏损状态。

例如，由于监管限制，一个实体可能在产品层面上管理一个无性别差异的年金组合
（对男性投保人和女性投保人的合同实行共同管理）。然而，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寿
命不同，实体出于会计目的可能必须将这些合同分别成组，这会导致其中一组合
同成为亏损合同的可能性更高。
因此，实体可能必须出于会计目的确认亏损，尽管
管理层并不将其视为亏损。
实体可能会发现，如果在更高的产品层面上与其他合同的预期利润存在经济抵
销，则很难对会计基础上的亏损进行解释。

实体也将必须记录出于不同目的（例如评估亏损合同，分配合同服务边际，计算风
险调整等）而汇总保险合同时所用的会计政策和判断，并确保这些政策的应用前
后一致。
由于汇总决策在初始时就需要做出，因此实体将需要提前准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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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分配的现金流量
IASB决定要求实体
说明在一般模型下现
金流量酌情分配权的
影响。

何为具体问题？

根据之前建议，实体被要求说明对合同下的现金流量酌情分配权的看法，并使用该说
明来区分市场变量的变化和酌情分配权变化的影响。这样的决定需要与实体用以估
计履约现金流量的假设一致。

在2015年11月的会议上，IASB 讨论了在一般计量模型下核算参与分红合同时，如何
识别可确认为合同服务边际调整的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变动。当时，工作人员建议，
在一般计量模型下计入合同服务边际的酌情分配权的影响应该是预期酌情分配现金
流量的变化，而不是用以抵销市场条件变动影响的变化。
IASB原则上同意对酌情分配
的现金流量的处理应该与对其他现金流量的处理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并不支持工作
人员的建议，他们指导工作人员对处理保险合同中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可能方法，以
4
及是否有必要就此做出决定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本月，工作人员考虑了是否可以在合并考虑此前在11月讨论的两个意见的基础上，制
定一个方法来区分市场变量的变化和酌情分配权变化的影响。他们考虑了是否需要
实体在合同初始时，说明对合同下的现金流量酌情分配权的看法，并使用该说明来区
分市场变量的变化和酌情分配权变化的影响。该说明不必局限于当前的市场收益或
持有资产的利息收入，但可以包括实体用来确定应付投保人金额的任何因素，比如实
体不持有的参考资产或各种指数。如果实体无法提前说明它将如何确定应付投保人
的金额，则默认基准将为当前市场收益。
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方法与直接阐述征求意见稿中的原则（即允许实体说明其如何确
定酌情分配权的影响）并没有很大不同。

何为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并未向IASB 提出任何建议，他们表示，像部分IASB 成员支持的那样规定对
保险合同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处理方式，与让实体自行决定处理方式的效果可能类
似。
但是，他们也询问了IASB 是否需要实体开展以下工作，以继续这一议题：
−−说明酌情分配权的影响；或

−−参照市场确定酌情分配权的影响。

4.

详情参见IFRS Newsletter: Insurance（Issue 50）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保险前沿动
态》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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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讨论内容？

IASB 支持由各个实体自行决定如何确认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变化。
部分IASB 成员建
议，工作人员应增加示例，以更好地说明目标并确保一致性。
工作人员澄清，征求意见
稿中建议的要求与他们本月建议之间的区别是，如果实体无法提前说明它将如何确
定应付投保人的金额，则实体应该使用当前市场收益来计量应用酌情分配权的影响。

何为IASB的决定？

IASB 同意，实体应该在合同初始时说明它对合同下的现金流量酌情分配权的看法，并
使用该说明来计量应计入合同服务边际的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估计变动的影响，因
为此类估计在一般计量模型下被视为与未来服务相关。

毕马威见解

允许每个实体说明它如何确定现金流量酌情分配权的影响可能会导致：

−−对在一般计量模型下应如何确定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问题造成可能的困惑；
−−由于对酌情分配权具有不同观点，不同实体对类似合同的处理缺乏可比性；
−−实体有潜在可能性通过管理流程以实现特定结果。

但是，报告的差异可能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反映了
管理层看待酌情分配权的视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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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ASB重新审议
内容概要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何为IASB的决定？

解锁合同服务
边际

−−若与估计相关的损失之前已计入损益，则该估计的有利变动也将在损益中确认， 是
但应以其转回与未来保险保障及其他服务有关的损失金额为限。

针对性议题

−−对与未来期间内保险保障和其他服务相关的风险调整的估计，其本期与前期的
估计差异将加入或扣减合同服务边际，前提是合同服务边际不是负值。因此，与
本期及过去期间提供的保险保障及其他服务有关的风险调整变动将立即在损益
中确认。

是

−−对于非参与分红合同而言，在合同初始时的锁定利率将用于：

否

−−实体应该在合同初始时说明它对合同下的现金流量酌情分配权的看法，并使用
该说明来计量应计入合同服务边际的酌情分配现金流量的估计变动的影响，因
为此类估计在一般计量模型下被视为与未来服务相关。
-- 计提合同服务边际的利息；及

-- 计算用于调整合同服务边际的预期现金流量现值的变动。

−−实体将披露：

-- 作为合同服务边际的变动核算的履约现金流量的变动（采用可变费用法计量
时除外）；及

是

是

-- 实体对预计何时在损益中按照以下方法确认剩余合同服务边际的解释：
−−使用适当的时间区间，按量化基础确认；或

在其他综合收益
中列报折现率和
其他市场变量变
动的影响

−−通过使用定性信息确认。

−−实体可以在以下两者间选择一项作为其会计政策：

-- 将折现率和其他市场变量的变动在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中进行分拆；或
-- 使用当前计量基础在损益中列报保险投资费用。

−−实体将以与列报折现率变动相同的方式，在综合收益表中相同的项目内，列报市
场变量变动所导致的现金流量金额估计的变动。

−−将市场变量变动引起的保险合同计量的变动在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中进行分拆
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成本计量基础在损益中列报保险投资费用。IASB没有规定使
用成本计量基础来确定保险投资费用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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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在其他综合收益
中列报折现率和
其他市场变量变
动的影响（续）

何为IASB的决定？
−−IASB 将增补应用指引以澄清，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 —— 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
（IAS 8）
，实体在考虑合同所属的合同组合、实体持有的资产及
这些资产的核算方法后，应对类似合同选择并应用统一的会计政策。

−−IAS 8的要求将会不加修改地应用于与折现率和其他市场变量变动的影响的列报
有关的会计政策变更。

−−如果实体选择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折现率和其他市场变量变动的影响，那么
它将按下列方法确认相关项目：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是
是

-- 在损益中确认：按合同初始确认日适用的折现率计算的利息支出；及

-- 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按报告日适用的折现率计量的保险合同账面金额与
按合同初始确认日适用的折现率计量的保险合同金额之间的差额。

−−如果实体选择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折现率和其他市场变量变动的影响，则：
-- 实体将解释并披露使用成本计量基础来计算保险投资费用的方法；

是

-- 如果在过渡时实体使用简化追溯法将累积其他综合收益余额计为零，则实体
需：

−−将金融资产指定为与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适用范围内的合同相关的
金融资产；及
−−于过渡日及每个后续期间披露这些金融资产的累积其他综合收益从期初
余额到期末余额的调节表。

−−对于所有保险合同组合而言，实体将披露对包含在综合收益总额中的利息支出
总额的分析，该利息支出至少细分为：

是

-- 按现行折现率确定的利息计提金额；

-- 报告期间内折现率变动对保险合同计量的影响；及

-- 分别按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适用的折现率与现行折现率计量的，用于调整报
告期间内合同服务边际的预期现金流量变动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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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在其他综合收益
中列报折现率和
其他市场变量变
动的影响（续）
保险合同收入

何为IASB的决定？
−−对于按保费分配法核算的非参与分红合同而言，当实体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
折现率变动的影响时，可将在理赔发生日锁定的折现率用于确定已发生理赔负
债的相关利息支出。
该方法亦适用于在保费分配法下亏损合同的负债，在这种情
况下锁定折现率将为负债确认日的折现率。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如果保费信息与普遍理解的收入概念不符，则实体不能在损益中列报该保费信
息。

否

−−实体将披露以下信息：

否

−−如征求意见稿第 56 至 59 段和 B88 至 B91 段所建议，实体将在损益中列报保险
合同收入。
-- 分别调节保险合同资产和负债组成部分的期初余额与期末余额的调节表；

否

-- 确定报告当期确认的保险合同收入时所用的输入值；及

-- 在报告当期初始确认的保险合同对财务状况表中确认的金额的影响。

−−对于按保费分配法核算的合同而言，保险合同收入将基于时间的推移来确认。
然
而，如果风险释放的预期模式与时间的推移显著不同，则实体将基于发生索赔和
给付的预期时点来确认收入。
−−征求意见稿第 79 段中要求披露将当期在损益中确认的收入与当期收到的保费
进行调节的规定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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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参与分红合同
可变费用法

何为IASB的决定？
−−对直接参与分红的合同，即满足以下标准的合同，实体将根据对预期从服务中赚
取的可变费用的估计的变化来解锁合同服务边际：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 合同条款指出投保人将参与一个明确指定的标的项目组合中固定份额的分
红；
-- 实体预计向投保人支付等同于标的项目大部分回报的金额；及

-- 实体预计向投保人支付的大部分现金流量预期将随着标的项目现金流量的变
动而变动。

在损益中确认合
同服务边际

直接参与分红合
同的套期活动产
生的会计错配

−−实体将被允许对投资性房地产、对联营企业投资、业主自用房地业、自有债务和
自有股份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FVTPL）
，前提是它们是直接参与
分红合同的标的项目。

是

−−实体将基于时间的推移在损益中确认合同服务边际。

是

−−如果实体使用可变费用法来计量保险合同，并使用以FVTPL计量的衍生工具来
缓解嵌入保险合同的担保所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则该实体将获准在损益中确
认使用履约现金流量确定的、嵌入保险合同的担保的价值变动，但前提是必须满
足以下条件。

否

-- 风险缓解方式与实体的风险管理策略一致。

-- 担保与衍生工具之间存在经济抵销，即嵌入的担保与衍生工具的价值或现金
流量一般呈相反走势，因为它们以类似的方式回应被缓解风险的变动。
在对经
济抵销进行评估时，实体不应考虑会计计量差异。
-- 信用风险并不主导经济抵销。

−−实体将被要求：

-- 在开始将担保的价值变动计入损益前，记录实体的风险管理目标，以及使用衍
生工具来缓解嵌入保险合同的金融市场风险的策略；及
-- 从经济抵销不再存在的当日开始，使用未来适用法终止在损益中确认担保的
价值变动。

−−实体将披露当期在损益中确认的担保的金额的变动。

12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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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分拆由市场变量
产 生 的 变 动 ——
没有经济错配的
直接参与分红合
同

何为IASB的决定？
−−对于保险合同和标的项目之间没有经济错配的合同来说，实体对变动进行分拆
的目的将进行修订，以列报可以在损益中消除以下两者之间会计错配的保险投
资费用：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 保险投资费用；及

-- 以成本计量基础计量的、计入损益的所持有项目，即当期账面收益法。

−−因此，由市场变量变动所引起的合同变动（即标的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与保险
投资费用之间的差额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在以下情况下不存在经济错配：

-- 当合同是直接参与分红合同（即实体有义务按照标的项目的公允价值向投保
人进行支付，因此适用可变费用法）时；及
-- 当实体出于选择或因为被要求而持有标的项目时。

−−如果实体被要求从其他方法转换至当期账面收益法，或从当期账面收益法转换
至其他方法，那么它：

是
是

是

-- 不应重述期初的累积其他综合收益余额；
--

应在方法变更之日、变更期间以及未来期间内在损益中确认累积其他综合收
益余额，方法如下：

−−如果实体此前应用了实际收益法，则应使用与方法变更前相同的假设所确
定的实际收益，在损益中确认累积其他综合收益余额；及
−−如果实体此前应用了当期账面收益法，则实体将继续使用与方法变更前相
同的假设，在损益中确认累积其他综合收益余额；

-- 不应重述前期的比较信息；及

-- 应在方法发生变更的期间内披露以下信息：

−−解释变更的原因，以及该变更对受波及的每个财务报表单列项目的影响；
及

对于具备参与分
红特征的合同的
会计政策选择
镜像法

−−以前适用当期账面收益法但现在不适用该方法（反之亦然）的合同的价值。

−−对于参与分红合同，包括与所持标的项目没有经济错配的直接参与分红保险合
同，实体将按照上文所述，对于在综合收益表中分拆由市场变量的变动所引起的
变动，做出会计政策选择。

−−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中，将既不允许也不要求实体采用征求意见稿中提
出的用以计量参与分红合同的镜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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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过渡要求
过渡要求

何为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实体将根据IAS 8追溯应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追溯应用不切实可行的除
外。

否

−−在简化追溯法下，实体不应将对初始确认日风险调整的估计作为最早列报期间
期初的风险调整，而是根据最早列报期间期初之前的预期风险释放来调整最早
列报期间期初的风险调整，从而估计该风险调整。
预期风险释放将参照实体于最
早列报期间期初签发的类似保险合同的风险释放确定。

是

−−但是，对适用可变费用法的合同，实体将使用未来适用法应用将嵌入保险合同的
担保的变动计入损益的选择权。

是

−−在完全追溯应用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对于市场变量的变动会影响现金流量金
额的合同，确定其保险投资费用（及累积其他综合收益）的方法将做如下简化（“
简化追溯法”
）。

是

-- 对于旨在使用成本计量基础在损益中列报保险投资费用的合同，实体将以首
次应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时对市场变量做出的假设作为应予以考虑的
最早的市场变量假设。因此，在首次应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时，保险合
同的累积其他综合收益余额将为零。
-- 对于采用当期账面收益法的合同，保险投资费用（或收益）与实体持有的项目
在损益中列报的利得（或损失）金额相等，符号相反。

−−如果简化追溯法不切实可行，实体将应用公允价值法。
实体将：

-- 把最早列报期间期初保险合同的公允价值与履约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确定为
该日的合同服务边际；及

是

-- 按征求意见稿中建议的简化追溯法来估计初始确认日的折现率，进而确定计
入损益的利息支出，以及在权益中累积的其他综合收益相关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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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过渡要求（续）

何为IASB的决定？
−−对于存在按简化追溯法或按公允价值法计量的合同的每一会计期间而言，实体
将披露：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 在过渡时及后续期间内财务报表中确定的金额；及

-- 按征求意见稿C8段的要求分别披露以下列方法计量的合同的信息：
−−简化追溯法；及
−−公允价值法。

−−如果在过渡时对使用可变费用法核算的合同采用了简化追溯法，在首次应用即
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之日，合同服务边际应为：

是

-- 实体在标的项目回报中所占份额的公允价值；减去

−−对履行合同的剩余净成本的当前估计根据已发生成本做出调整后的金额；
及

过渡 —— 金融资
产的分类与计量

−−以往期间所提供服务的累计费用（通过比较剩余保障期间与合同整体保障
期间来确定）。

−−与重叠法下识别与保险活动相关的金融资产的方法一致，在过渡到即将出台的
保险合同准则时，实体将被获准重新评估该实体在管理被其指定为与保险合同
相关的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

−−由此产生的分类将予以追溯应用，任何由于应用过渡豁免而产生的金融资产分
类与计量变动的累积影响将在留存收益或累积其他综合收益的期初余额中确
认。

是

−−在向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过渡时，无论是对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进行
重新评估，在公允价值选择权下对金融资产进行指定或撤销指定，还是选择在其
他综合收益中列报权益工具投资，均应基于该准则在初始应用时（即最近列报期
间的期初）所存在的具体事实与情况。

是

−−实体将披露对适用过渡豁免的金融资产进行指定的政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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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过渡 —— 金融资
产的分类与计量
（续）

何为IASB的决定？
−−对于因应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的过渡规定而产生的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
的变动，实体将被要求按照金融资产的类别披露以下信息：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 即将初始应用新准则前的计量类别和账面金额；

-- 因应用过渡规定而确定的新的计量类别和账面金额；

-- 在财务状况表中之前按公允价值选择权进行指定但现已不再如此指定的任何
金融资产的金额，并区分实体被要求撤销指定的金融资产与其主动选择撤销
指定的金融资产；及
-- 能令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实体如何对由于初始应用新准则导致分类变动的金
融资产应用过渡规定的定性信息，包括：
−−在公允价值选择权下任何对金融资产进行指定或撤销指定的理由；及

过渡 —— 重述比
较信息

非针对性议题

在损益中确认合
同服务边际

−−对实体为何在重新评估其业务模式之后得出不同结论的解释。

−−在初始应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时：

-- 将要求实体重述有关保险合同的比较信息；及

-- 仅在不必进行事后评估，并且实体选择对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应用过渡豁免
时，才允许（而不是要求）之前采用IFRS 9的实体重述有关金融资产的比较信
息。
−−剩余合同服务边际将在保险保障期间内以最能反映该保险合同下剩余服务转移
的系统性方法计入损益。
−−合同服务边际代表的服务为：

--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供的保险保障；及

固定费用服务合
同
重大保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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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反映预期生效合同数量的保险保障。

−−允许，但不要求实体对符合征求意见稿第7(e) 段所述条件的固定费用服务合同
应用收入确认准则。

−− IASB 将调整征求意见稿的指引以澄清，保险公司只有在现值基础上可能发生损
失的情况下，才可认定出现重大保险风险。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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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组合转让与企业
合并

在缺乏可观察数
据的情况下确定
折现率

再保险合同利得
的非对称处理
汇总层次

何为IASB的决定？
−−IASB 将修订征求意见稿的第 43至45 段以澄清，通过组合转让或企业合并取得
的合同将被视为实体于组合转让或企业合并日签发的合同进行核算。

−−用于调整保险合同现金流量的货币时间价值的折现率，应与同该保险合同现金
流量特征一致的工具的可观察的现行市价一致。
−−实体在确定相关折现率时将运用判断以：

-- 确保对可观察输入值作适当调整，以恰当反映观察到的交易与被计量保险合
同之间的任何差异；及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是

否
是

-- 使用在实际情况下可获得的最佳信息来确定任何不可观察的输入值，同时与
反映市场参与者评估相关输入值的方法的目标保持一致。
相应地，任何不可观
察的输入值亦不应与任何可得且相关的市场数据相冲突。

−−在合同初始日之后，实体将在损益中确认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估计的任何变动， 是
该变动是由在损益中立即确认的、相关原保险合同现金流量估计的变动所产生
的。

−−拟定的保险准则旨在为计量单个保险合同制定原则；但在应用该准则时，实体可
以先对保险合同进行汇总，前提是合同汇总符合上述目标。

否

−−如符合上述目标，则实体可以构建合同组合以分配合同服务边际。
满足以下条件
则被视为达到了目标：

是

−−IASB 将增补指引以解释，分配合同服务边际的目标是在保险保障期内，以最能
反映所提供服务的方式在单个合同基础上确认合同服务边际。如果在报告期结
束后合同不再提供任何服务（例如合同失效或到期）
，则应该全额确认合同服务
边际（即不再有剩余合同服务边际）。

是

-- 从产生金额及时间来看，实体预期组合中合同的现金流量会对风险的关键驱
动因素做出类似反应，而且合同在初始时的预期盈利能力也类似；及
-- 实体调整报告期间合同服务边际的分配，以反映报告期间结束后剩余合同的
预计期限和规模。

−−保险合同组合的定义将修订为“为类似风险提供保障并作为单一组合共同管理
的多个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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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IASB的
讨论议题？

汇总层次（续）

何为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
稿相比是否有所
不同？

−−IASB 将增补相关指引以说明，在合同初始确认日确定合同服务边际或损失时， 是
实体不应将亏损合同与盈利合同汇总在一起。实体将考虑具体事实和情况以确
定合同在初始确认时是否为亏损合同。
−−只有当合同组合的合同服务边际是负数时，才能确认亏损合同的损失，并且组合
应包含在初始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合同：

是

-- 实体预期合同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会对风险的关键驱动因素做出类似反
应；及
-- 合同具有类似的预期盈利能力，即合同服务边际与保费的比率类似。

单列项目的列报

与IFRS 15披露要
求的可比性

−−IASB 将提供有关示例，以阐明实体在后续计量中确定合同服务边际时，如何在
符合拟定保险准则目标的情况下对合同进行汇总。

是

−−要求实体披露所用的实务简便方法。

是

−−不要求实体以单列项目来单独列报使用可变费用法计量的合同。

IFRS 9和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在生效日期上不同

征求意见稿
2015/11号《同
时应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9
号——金融工具〉
（IFRS 9）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4号——保险合
同〉
（IFR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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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IASB 发布了对IFRS 4的修订建议，以对因IFRS 9与即将出台的保险合
同准则在生效日期上的不同而带来的顾虑做出回应。

否

不适用

请参见 SlideShare 演示文稿直观地了解对该建议的总结性概要。
如果您无法在线
浏览演示文稿，则可以下载PDF版本。

参阅我们的New on the Horizon: Amendments to IFRS 4 insurance Contracts
（
《会计准则新动向：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4号——保险合同准则”的修订》
，英文
版）
，以帮助您评估建议变更对贵公司业务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回应IASB。

我们将继续通过《保险前沿动态》系列刊物来报告保险准则的重大进展和IASB 的进
一步决策。
请访问毕马威的IFRS Insurance hot topic page（保险业国际会计报告
准则热门话题页面）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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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里程碑及完成时间表
2007年5月，IASB 发布了讨论稿《关于保险合同的初步意
见》。2013年6月，IASB 发布了征求意见稿2013/7号《保险合
同》
（“征求意见稿”），就其修订后的保险合同方案重新征求
意见。
自2014年1月起，IASB 一直在对征求意见稿提出的问题进行
重新审议。

与其他准则的互动

在重新审议过程中，IASB 考虑了保险合同的核算是否与其他
现行或未来的准则一致，包括新的收入确认准则《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 15 号 ── 客户合同收入》5。
5. 参见 Issues In-Depth: Revenue from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会计事项深度剖析：客户合同的收入》
，英文版）与New on the
Horizon（
《会计准则新动向》
，英文版）。

因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 —— 金融工具》
（IFRS 9）6
涵盖了保险公司的大多数投资，IASB 还考虑了 IFRS 9 与
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之间的相互影响。2015年12月，
IASB 了发布征求意见稿2015/11号《同时应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9号 —— 金融工具〉
（IFRS 9）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4号 —— 保险合同〉
（IFRS 4）》，以应对因IFRS 9与即
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生效日期不同而带来的影响。他们
要求在2016年2月8日之前收到征集意见。
有关该征求意见稿的进一步意见与分析（包括毕马威的New
on the Horizon（
《会计准则新动向》
）以及SlideShare演示文
稿）
，请参见Insurance hot topic page （保险业热门话题页
面）。
6. 参见First Impressions: Financial instruments–The complete
standard（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发展：金融工具 — 完整的准
则》
）。

毕马威的系列刊物从不同角度对该项目进行分析。
1
2
3
4

5
6

毕马威刊物

New on the Horizon: Insurance amendments (December 2015)
（
《会计准则新动向：保险会计准则修订》
，2015年12月，英文版）

Slideshare presentation：
Insurance amendments (December 2015)
（SlideShare演示文稿：保险会计准则修订，2015年12月）

IFRS Newsletter: Insurance（issued after IASB deliberations ）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险前沿动态》
，于IASB审议后刊发；部分中文译本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

New on the Horizon: Insurance contracts（July 2013）
（
《会计准则新动向：保险合同》
，2013年7月，英文版）

Challenges posed to insurers by IFRS 9’s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
《IFRS 9的分类与计量要求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挑战》
，英文版）

Evolving Insurance Regulation: The journey begins（March 2015）
（
《变革当中的保险业监管：开启新旅程》
，2015年3月）

如果阁下希望了解有关该项目的更多资讯，包括我们有关
IASB 保险项目出版的英文刊物，请访问我们的英文网站。
阁下
亦能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取FASB 在2014年2月前进行的保险合
同项目的有关资讯（本期刊在2014年2月后终止更新FASB 的
保险合同项目）。

如需获取有关FASB于2014年2月之后所开展项目的更多资
讯，可访问毕马威的英文网站Issues & Trends in Insurance
（保险业热点及趋势）。
IASB’s website（IASB 官方网站）和FASB’s website（FASB
官方网站）提供了IASB 和FASB 会议纪要、会议材料、项目摘要
和进度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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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资讯
浏览 kpmg.com/ifrs，了解IFRS的最新资讯。

不论您是刚接触还是正在使用IFRS，您都能通过这个英文网站
找到有关IFRS最新发展的简明概要、复杂要求的详细指引，以
及披露范本与披露资料一览表等实用工具。

帮助您应对今天的IFRS……

CAPITAL

ASSETS

CGU
NCI

GOODWILL ESTIMATES OFFSETTING OCI

INVENTORIES

STATEMENT

SUBSIDIARY

EQUITY
OPERATING SEGMENTS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PROVISIONS
DISCONTINUED OPERATIONS

JUDGEMENT

TRANSACTIONS

SHARE-BASED PAYMENT

FINANCIAL INSTRUMENTS ACCOUNTING POLICIES

FINANCIAL POSITION CASH FLOWS

FAIR PRESENTATION

2015
LIABILITIES CONSOLIDATION

EPS

PERFORMANCE

CURRENT
TRANSACTIONS

PRESENTATION

CASH EQUIVALENTS

OCI

ANNUAL
PROFIT OR LOSS

BUSINESS COMBINATIONS

BUSINESS COMBINATIONS

FAIR VALUE

OPERATING SEGMENTS

ASSOCIATE

CASH FLOWS

PRESENTATION

FINANCIAL POSITION SHARE-BASED PAYMENT EPS JOINT ARRANGEMENTS DISCLOSURES HELD-FOR-SALE PENSION

DISCONTINUED OPERATIONS

SIGNIFICANT PROPERTY ACQUISITION ASSUMPTIONS COMPARATIVE EQUITY

U P D AT E

L OA N S B O R R O W I N G S

IMPAIRMENT
COST CONSOLIDATION
PENSION PROFIT OR LOSS IFRS

ASSUMPTIONS

REVENUE

DISCLOSURES

LEASES

OFFSETTING

ACCOUNTING POLICIES
SHARE-BASED PAYMENT PERFORMANCE

CARRYING AMOUNT

UNCONSOLIDATED STRUCTURED ENTITIES FINANCIAL POSITION

帮助您在处理实际交易和安排
时应用IFRS。

DISPOSAL

IFRS

ASSETS
FAIR VALUE

PRESENTATION

ESTIMATES

GOING CONCERN

Insights into IFRS
（
《剖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英
文版）

DERIVATIVES

GROUP

IFRS
NOTES

JOINT
ARRANGEMENTS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GENCY RELATED PARTY

INTANGIBLE ASSETS
GOING CONCERN PERFORMANCE OFFSETTING

PROFIT OR LOSS MATERIALITY

ACQUISITION TAX

COMPARATIVE VALUATION UPDATE

MATERIALITY
PENSION
FAIR VALUE

Guid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财务报表指
南》
，英文版）

根 据 现 行 有 效 的 要 求，提 供
IFRS财务报表披露范本和披
露资料一览表。

新生效的准则

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 ）

IFRS最新消息

IFRS前沿动态

与银行业相关的IFRS

与各个行业相关的IFRS 15

……并为明天的IFRS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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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新准则和拟定中的准则

收入

金融工具

租赁

保险合同（正在拟定中）

企业合并与合并报表

列报与披露

对现有准则的修订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会计、审计和财务报告的指引及文献等英文刊物，请访问毕马
威的Accounting Research Online（会计研究在线）。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这项网上订阅
服务可协助您及时了解最新资讯。
现在访问aro.kpmg.com完成注册，即可享受15天的
免费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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