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财务报告更好地沟通
这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理事会” ) 的一项主题讨论，
其中包括若干项目。这些项目旨在为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更有用的财务信息，并改进向财务报表使用者传达
财务信息的方式。本文后附的示意图概述了理事会在本主题下的各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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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以外项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 (IFRS taxonomy)

主要财务报表

− 旨在改进主要财务报表的结构和内容，重
点关注利润表。

− 征求意见稿《一般列报和披露》 (General
Presentation and Disclosures) 于2019年
12月发布，提议制定一项新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 (IFRS® Standard) 。该拟议准则引
入了下列要求：

− 在利润表内增加必需的、有定义的小
计项目；

− 对管理层业绩指标 (通常称为 “非公认
会计原则 (non-GAAP) 指标” ) 引入更
多规范并提高其透明度；及

− 更详细分拆财务信息。

披露动议

− 一系列项目旨在改善财务报表的披露。

− 鼓励财务报表编制者在确定财务报表的披露
时运用专业判断。

− 若干项修订已经发布。以下项目仍将继续：

− 会计政策——帮助财务报表编制者在披
露会计政策时应用重要性。拟议的修订
已于2019年8月发布。

− 有针对性的准则层次的披露要求回顾
——旨在改进理事会制定和起草披露要
求的方式。征求意见稿预计于2020年发
布。

管理层评论

− 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更广泛的财务报告对财务
报表作补充。

− 理事会目前正考虑更新其实务公告，以支
持更严瑾的管理层评论。

− 征求意见稿预计于2020年下半年发布。

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18/11/materiality-practice-statement-financial-judgements-ias8-ias1-280917.html


促进财务报告更好地沟通
项目所处阶段及主要目标示意图

2019年12月

新
主要财务报表

主要财务报表 (Primary Financial 
Statements)

探索对主要财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潜在
针对性改进，重点关注财务业绩报表和
现金流量表。

征求意见稿已于2019年12月发布

财务报表
进行中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7号 —— 现金流量
表》(IAS 7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的修订

披露动议 已完成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2号—— 作出
重要性判断》(IFRS® Practice Statement  2    
Making Materiality Judgements)

帮助管理层作出对财务报表应用重要性概念的
相关判断。该公告以对《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
的修订为基础。
非强制性实务公告
自2017年9月发布起生效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IAS 1) 和《国际会
计准则第8号》 (IAS 8) 的修订：
《重要性的定义》(Definition of M aterial )

“披露原则”项目 (Principles of Disclosure)

财务报表以外 准则层次的披露要求回顾 (Standards-
level Review of Disclosures)

对于现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披露
要求确定针对性改进，并为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制定指引，便于其为新制
定或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起草披
露要求时使用。

征求意见稿预计于2020年下半年发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IFRS Taxonomy ) 审视信息的提供与传达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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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如何对该指引作出更新，以支持更
严谨的管理层评论。
征求意见稿预计于2020年下半年发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1号
——管理层评论》 (IFRS Practice 

Statement 1 Management 
Commentary )

关于会计政策重要性的判断
(M ateriality Judgements on 
Accounting Policies)

制定相关指引和示例，帮助主体对会计
政策的披露应用重要性判断。
征求意见稿已于2019年8月发布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 —— 财务报表
列报》(IAS® 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的修订

鼓励管理层应用专业判断确定在财务报
表中对哪些信息作出披露。
2016年1月1日生效

提出新的披露要求，旨在帮助财务报表
使用者评估主体因筹资活动产生的负债
的变动。

2017年1月1日生效

对“重要性”定义进行修订并对重要性特征
进行澄清。
2020年1月1日生效

识别披露相关问题并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制
定一套披露原则应对所识别的问题。
项目汇总结果已于2019年3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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