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5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保险前沿动态 

 2015年 6月，第 46期 

 
 
 
 
 
 
 
 

 随着 IASB 对诸多参与
分红合同采用可变费用法
的决定尘埃落定，最终的
保险合同准则已经出台在
望。  
 
Joachim Kölschbach, 
毕马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保险行业全球主管合伙人  

 
迈向国际保险会计 

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保险前沿动态》重点阐述了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15年 6月就保险合同项目进行的讨 

论。 

主要内容 

可变费用法 

• IASB 决定，根据实体预计将从直接参与分红合同中赚取的可变服务费的变化来解锁合同服
务边际（CSM）。该费用包括实体预计在标的项目的回报中所占的份额。 

• IASB 认可了判断保险合同构成直接参与分红合同的标准。 

• IASB 就实体在使用衍生工具进行金融市场风险套期的情况下使用可变费用法可能导致的意外
后果进行了讨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决定。 

 

参与分红合同下合同服务边际的释放 

• 对参与分红合同而言，IASB 决定实体可根据时间的推移在损益中确认合同服务边际。 
 

IFRS 9与现行 IFRS 4的并行应用  

尽管尚未达成决定，IASB 在有关以下事项的教育专题会上收集了很多信息。该会议旨在讨论在新的保险 
合同准则出台之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 金融工具》（IFRS 9）的问题： 

• 如何通过修订现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 —— 保险合同》（IFRS 4），减少暂时性会计错配和
损益中其他波动的来源；以及 

• 保险公司延迟采用 IFRS 9 的成本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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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月议程讨论的内容？ 

除了召开教育专题会议，宣传有关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
则与金融工具的会计核算及风险套期会计的变动之间的相
互影响，IASB 本月决策会议的重心还包括如何修改保险合
同会计核算的一般模型，使其适用于有分红特征的保险合
同。 

IASB 决定根据实体预计将从直接参与分红合同中赚取的
可变服务费用的估计变动来解锁合同服务边际（CSM）。
这一费用将等同于实体预计在标的项目的回报中所占的份
额减去任何与标的项目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预期现金流量。 

直接参与分红合同被定义为具备以下特点的合同： 

• 合同条款指出投保人将参与一个明确指定的标的项目组
合的固定份额的分红； 

• 预计实体将向投保人支付等同于标的项目大部分回报的
金额；以及 

• 预计实体将向投保人支付的大部分现金流量将随着标的
项目现金流量的变动而变动。 

此外，IASB 决定，对参与分红合同，实体可根据时间的
推移将合同服务边际计入损益。 
 
在教育专题会上，IASB 考虑了使用衍生合同进行金融市
场风险套期的实体采用可变费用法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
会上还讨论了对于在新的保险合同准则生效前应用 IFRS 9
的反馈意见。 

在 IFRS 9 的问题上，工作人员报告中汇报了对迄今为止
所提出问题的观察结果，考虑了实体如何结合现行的
IFRS 4 应用 IFRS 9，并讨论了保险业将 IFRS 9 的生效日
期推迟至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的生效日期将导致的复
杂性。 

工作人员将提请 IASB 在 2015 年下半年就未决事项做出技
术决定。最终准则的生效日期将在 IASB 就其他议题的重新
审议结束之后讨论。预计 2015年不会发布最终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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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分红合同与不同的生效日期 

目前进展…… 

保险合同项目的当前阶段始于 2007 年 5 月，当时 IASB 发
布了题为《有关保险合同的初步意见》的讨论稿。随后，
IASB 于 2013 年 6 月再次发布了征求意见稿 2013/7 号《保
险合同》（“征求意见稿”），以就修订后的保险合同建
议稿重新征求公众意见。 
 
自 2014 年 1 月以来，IASB 一直在审议征求意见稿的相
关问题。讨论的重心已从起初的非分红合同计量模型转向
分红合同所需的修订。 

与其他准则的相互影响 
 
在重新审议的过程中，IASB 考虑了保险合同的会计核算
是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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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源自客户合同的收
入》（IFRS 15）1。征求意见稿中的大部分指引旨在与
IASB 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联合发布的收
入确认准则保持一致。 
 
因为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 
金融工具》（IFRS 9）2 将涵盖保险公司大部分投资的核
算，所以 IASB 也考虑了 IFRS 9 中做出的许多决定，包括
IFRS 9 与最终的保险合同准则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4/05/first-impression-revenue-2014.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4/05/first-impression-revenue-2014.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5/07/revenue-recognition-proposed-amendments-clarifications-slideshare-ifrs15-300715.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5/07/revenue-recognition-proposed-amendments-clarifications-slideshare-ifrs15-300715.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4/07/ith-2014-13.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4/07/ith-201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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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将根据对预
期从服务中赚取
的可变费用的估
计的变化解锁合
同服务边际。 

解锁合同服务边际 

何为具体问题？ 

保险合同会计核算的一般模型描述实体投资组合的损益的方式与描述实体拥有并控制的单个投资
的利得及损失的方式完全一致。 

对于参与分红合同，有部分人将实体收取的任何给付视为实体代表投保人持有这些项目的回报。
在此类情况下，实体的财务报表报告的是净投资回报，即投资收益减去实体承诺支付给投保人的
金额之后的差额，亦可称之为可变服务费用 3。 

 

何为 IASB工作人员的建议？ 

对于直接参与分红合同，工作人员建议 IASB 修订保险合同会计核算的一般计量模型，以使实体
预期将从合同中赚取的费用的估计变动能通过合同服务边际来调整。该费用相当于实体预期在标
的项目投资回报中所占份额减去与标的项目的变动并不直接相关的预期现金流量。 

 

何为 IASB的讨论内容？ 

工作人员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而且反馈者指出对一般模型的修订应该是必须的，而不是可选
的。 

部分 IASB 成员认为对模型的修订是对这些合同的经济实质的最佳反映，而且需要进行额外的披
露。有一位成员关注合同担保的影响。还有位成员对工作人员的建议持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使
用一般模型加上现金流量的分拆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何为 IASB的决定？ 

 IASB 同意 IASB 工作人员的建议。 

 

 
 
 

 

 
 
 
 
 
 

 

3. 更多详细内容参见 IFRS Newsletter: Insurance – Issue 4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保险前沿动态》第
44期，仅有英文版）。 

毕马威见解 

在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镜像法”例外规定下，与标的项目并不直接连结的嵌入式担保和期权
的价值的变动将计入损益。征求意见稿的受访者对损益波动性的增加表示关注。他们还担心由
于股东在标的项目回报中所占份额变化而导致的损益波动性，尤其是对并不符合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FVOCI）计量类别的项目，因为他们认为其相关利润是保险合
同总体利润的一部分。 

IASB 会议上的决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担忧。在可变费用法下，将根据包括嵌入期
权和担保在内的合同现金流量的变动来解锁合同服务边际。 

 

可变费用法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5/04/insurance-newsletter-201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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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同意了判定
保险合同构成直接
参与分红合同的标
准。 

直接参与分红合同 

何为具体问题？ 

如果 IASB 修订了一般模型，允许实体采用可变费用法，则需要界定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采用修订后
的模型。 

 

何为 IASB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建议将直接参与分红合同界定为具备以下特征的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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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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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 IASB的讨论内容？ 

大多数 IASB 成员同意工作人员的建议。但是，他们建议应该更加明确地界定范围以避免产生误
导。 

 

何为 IASB的决定？ 

IASB 同意 IASB 工作人员的建议。 

 

 
 
 

 

 

IASB讨论了使用
衍生工具套期可能
产生的意外后果。 

金融市场风险套期 

何为具体问题？ 

作为风险管理活动的一部分，部分实体使用衍生工具对源于保险合同的金融市场风险，尤其是利
率风险进行套期。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可变费用法可能导致会计错配，因为金融市场变量的变化会对以下项目的计量
产生影响： 

• 衍生工具将立即在损益中确认；以及 

• 保险合同负债将调整合同服务边际，并在保险保障期间内在损益中释放。 

毕马威见解 

判断是否适用可变费用法取决于合同初始所做的预期。与工作人员的建议一致，IASB 的决议表
明，后续没有必要重新评估合同是否适用可变费用法；这意味着在合同条款没有变化的情况
下，实体没有必要在合同期间持续监控现有合同是否还符合采用可变费用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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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IASB工作人员的建议？ 

对于因使用可变费用法而导致的会计错配，工作人员考虑了如下解决方法。 

 
 方法 效果 

 有限制地运用可变费用法 

 实体可选择采用一般模型，而不是可变
费用法。 

这将允许对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风险进行套期的实
体： 

• 使用可变费用法并接受因使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
套期且不能使用套期会计而产生的会计错配；或
者 

• 按照一般计量模型确认与担保有关的变动和实体
所占标的项目回报的份额。 

 将担保价值的变化以及实体所占标的项目回报的份额计入损益而不是合同服务边际 

 实体能够选择将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化对
担保及/或对实体所占标的项目回报份
额的影响计入损益。 

该方法将： 

• 使实体可根据担保价值或实体所占标的项目回报
的份额来解锁合同服务边际，从而专门解决会计
错配，而不用改动其他与可变费用法有关的提
议；及 

• 导致套期关系的无效结果被计入损益。 

 将衍生工具指定为标的项目 

 等同于标的项目价值变化的保险合同负
债的变化将在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中
确认。 

如果实体持有标的项目（包括衍生工具），则保险
义务价值的变化和标的项目价值的变化将在损益及
其他综合收益表中相互抵销。 

 

IASB 可以允许实体： 

• 在这些方法中进行选择，但自合同初始做出选择后便不可撤销，且/或要求对类似合同构成的组
合运用同样的方法；或 

• 有条件地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采用的标准参考 IFRS 9 第 6.4.1 段的描述，即反映实体的风
险管理活动，并进行修订以体现对保险合同采用套期会计的难度。工作人员指出制定这些标准
可能存在困难。 

工作人员并未提出任何建议。 
 

何为 IASB的讨论内容？ 

工作人员建议的三种方案都分别得到了一位或多位成员的支持，但支持率并无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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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成员质疑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的差异，工作人员回应称它们的计量基础不同，因为担保
使用当前履约价值计量，而衍生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工作人员不为担保专门研究制定一种方法，既然担保似乎是导致问题的最
大来源。 

有几个 IASB 成员建议工作人员无需解决该问题。他们认为，如适用，保险公司可采用一般套期会
计法，何况该问题并不重要，无需回应。这些成员认为每次 IASB 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似乎又会产
生一个新的问题，例如此次引入可变费用法。 

 

何为 IASB的决定？ 

此次教育专题会未达成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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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分红合
同，实体可以根
据时间的推移在
损益中确认合同
服务边际。 

具体内容 

参与分红合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合同对投保人的支付与标的项目的回报挂钩。换言之，参与分
红合同除保险保障之外还提供投资相关服务。 

转移给投保人的投资相关服务可被认为同时受以下二者约束： 

• 时间的推移；以及 

• 被管理的资产金额。 
 

何为 IASB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认为，对与投资相关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释放合同服务边际有以下优点： 

• 反映出投保人随着时间推移持续收取和消费服务带来的利益；以及 

• 消除了如何处理同时提供多种服务的合同的问题。 
 
或者，可将与投资相关的服务视为基于所管理的资产交付的服务。这与单独的资产管理服务的售
价，以及大多数非保险资产管理者的报告更加一致。为了确定合同服务边际的释放模式，这一方
法将要求将服务分割为保险保障服务（根据时间推移提供）和投资相关服务（根据管理的资产提
供）。 
 
工作人员指出，依据征求意见稿第 10(c) 段的要求，保险公司将被要求分拆可明确区分的服务，而
剩余捆绑服务则是高度相关且难以分拆的服务。因此，他们认为进一步分拆这些捆绑服务并不实
际。为此，工作人员认为实体应该选择一个单一的驱动因素以将合同服务边际在合同期间内分摊至
损益，这也将与 IFRS 15的要求一致。 
 
要求实体在每个期间重新评估用于分摊合同服务边际的主要服务将导致操作异常复杂，而且缺乏
可比性。因此，尽管多方反馈中仍显示存在大量顾虑，但工作人员认为复杂性和主观性最低的方
法就是要求实体对所有的保险合同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损益中确认合同服务边际。 

 

何为 IASB的讨论内容？ 
 
部分 IASB 成员认为仅根据时间的推移释放合同服务边际并不完全符合 IFRS 15 中根据服务的提
供确认收入的原则。但是，他们理解将该原则运用于保险合同的复杂性，并承认对征求意见稿的
反馈意见表明，仅仅陈述这一原则并不能实现一致应用。出于上述原因，他们认为要求根据时间
推移释放合同服务边际将是最好的方案。 

其他 IASB 成员也同意时间推移是最合适的确认基础。他们认为在保险合同下提供的服务就是为
赔付可能出现的索赔做好准备。 

一位成员也指出，工作人员建议的方法将与 IASB 在损益中确认非参与分红合同下合同服务边际
的决定一致。 

 
参与分红合同下合同服务边际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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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IASB的决定？ 

IASB 同意 IASB 工作人员的建议。 

 

 
 
 

 
 
 
 

毕马威见解 

IASB 在如何分摊合同服务边际的问题上选择了复杂性和主观性最低的方法，该法也有助于提
高保险公司之间的可比性。但是，该方法与大多数非保险资产管理者的报告并不一致。 

在独立的资产管理合同下收取的费用往往是基于管理的资产的公允价值或市场价值计量的，资
产管理者也据此确认收入，尽管管理的资产价值与资产管理者的费用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或
线性的关联。 

与之相反的是，如果实体定期向投保人收取保费，使投资金额逐渐累积，则实体可基于时间
的推移在损益中释放合同服务边际。该方法因此会导致更多利润在合同期间内被提前计入损
益。 

这会导致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更加难以与其他类型实体的财务报表比较，因此只能部分满足财
务报表使用者提高可比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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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研究了减
少暂时性会计错配
的多种方法，包括
改动 IFRS 4。 

减少 IFRS 4 下的会计错配 

何为具体问题？ 

IASB 已经收到了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反馈，他们担忧如果 IFRS 9 先于尚未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生
效，则金融资产分类的变化会带来会计错配以及其他导致损益和权益波动的来源的暂时性增加。  

很多实体以成本计量保险合同负债，即，并不会对准备金进行折现或仅用锁定的折现率折现。依
据当前的会计处理方式，如果实体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 —— 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IAS 39）对为了给保险合同负债提供资金而持有的金额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FVTPL），则损益和权益中可能出现会计错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这些实体在 IAS 39 下尽可
能以摊余成本（这种情况下很少出现会计错配）计量金融资产，或是将其分类为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这种情况下会计错配大多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但是，这些金融资产可能并不符合
IFRS 9 下采用类似计量方法的条件。 

这些实体尤其表达了对以下问题的担忧： 

• 目前在 IAS 39 下被归类为可供出售的债务工具在 IFRS 9 下不符合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FVOCI）的条件；及 

• 目前在 IAS 39 下被归类为可供出售的权益工具在 IFRS 9 下将被归类为以 FVTPL 计量，因为在
IFRS 9 下将这些工具指定为以 FVOCI 计量将意味着这些工具的利得或损失将永远不会被重分
类至损益。 

尽管最初意见主要集中于为签发保险合同的实体推迟 IFRS 9 的生效日期（见下一期），但工作人
员指出可以通过研究在现行 IFRS 4 下可选的会计政策，或是允许增加新的方案，来解决会计错配
的问题。 

 

何为 IASB工作人员的建议？ 

工作人员指出，通过采用以下方法，保险公司可以减少 IFRS 4 下的会计错配。 

 
 方法 局限性 

 影子会计 

 该方法有助于实体调整汇总保险负
债以减少实体在财务报表中确认所
持有资产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但
未在报表中确认保险合同负债的相
应变化而产生的会计错配。 

仅仅在保险公司资产利得或损失的实现和保险负债及其
相关资产的计量存在直接关系时才能运用该法，即，该
法对非分红人寿保险合同，非人寿保险合同或间接分红
合同并不适用。 

在实务中，监管限制以及保险公司从投保人处收回未实
现损失的不确定程度也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使用当前市场利率 

 允许保险公司使用当前市场利率计
量保险负债。 

如果保险公司混合使用 FVTPL/FVOCI 和 / 或摊余成本来
计量金融资产，则不能完全消除会计错配。 

 
现行 IFRS 4 与 IFRS 9 的并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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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局限性 

 主动变更会计政策 

 实体可以变更其会计政策以减少会
计错配，例如制定并运用与新保险
合同准则一致的方法。 

对保险公司而言，提前采用尚未生效的保险合同准则提
议可能不切实际，因为它们担心，大幅变更会计政策，
使其与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一致但并不完全相同而
带来的成本可能会超过收益。 

 

此外，这些方法中没有一种方法能解决在采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之前，由于将实体在标的
项目回报中所占份额在损益中确认而产生的波动性问题。 

为了回应这些担忧，工作人员提出了 IASB 可用以减少会计错配及其他损益波动来源的以下方法： 

• 允许实体在以下情况下进行类似于影子会计的调整： 

– 负债与合同中的资产并无直接联系；或 

– 负债与合同中的资产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利得或损失归实体而不是投保人所有。 

• 允许实体确定负债调整，以反映 IAS 39 下资产价值的变化与 IFRS 9 下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化之
间的差异，以这些变化计入损益的金额（“负债调整法”）为限。 

工作人员也指出，与当前的会计处理类似，任何会计错配和其他损益波动来源的暂时性增加也可
以通过在财务报表中改进列报和披露来进行解释。 

 

何为 IASB的讨论内容？ 

数位 IASB 成员支持影子会计的拓展运用，认为鉴于已有的指引和问题的暂时性，影子会计不失
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位 IASB 成员质疑实体目前是否可以诠释 IFRS 4，以允许更广泛
地运用影子会计。 

其他成员则表达了对负债调整法的兴趣，但是质疑该方法实际上是否要求实体在执行 IFRS 9 的同
时仍然采用 IAS 39。 

总体而言，IASB 成员支持通过调整财务状况表的负债方来探索处理暂时性会计错配的方法。他们
认为这样的方法有以下优点：  

• 允许财务报表使用者一次消化一项重要的会计变革，即，首先了解在对 IFRS 4 进行有限修订的
同时启用 IFRS 9 的影响，再了解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的影响。 

• 避免推迟采纳 IFRS 9 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问题，包括避免考虑为了确定推迟范围而带来的一些
重要问题；以及 

• 得到了来自希望尽快执行 IFRS 9 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监管机构的支持。 

但是，有一位 IASB 成员表示应该谨防出现仅仅推迟会计错配，但到执行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
则时这些会计错配仍然存在的情况。  

 

何为 IASB的决定？ 

此次教育专题会未达成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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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IASB成员认
为对保险业推迟
IFRS 9的生效日期
可能会增加复杂性
和成本。 

推迟采用 IFRS 9的可能性 

何为具体问题？ 

IASB 收到的反馈认为，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生效之前采用 IFRS 9 可能会扰乱保险活动的财
务报告 —— 对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此举将使财务报告更加难以理解，而且也增加了报表编制的成
本。这一反馈意见主要来自欧洲的利益相关方，但也得到其他监管辖区的响应，反馈者们建议
IASB 对保险业推迟 IFRS 9 生效日期。 

工作人员承认短时期内连续进行两个会计变革对财务报表编制者和使用者而言都意味着成本和复
杂性的增加，并会给财务报表使用者带来困惑。但是，他们指出，如果顺应反馈者的意见推迟
IFRS 9 的生效日期则会增加众多利益相关方的成本和复杂性，包括准则的制定方和监管机构。 

 

何为 IASB工作人员的建议？ 

假如 IASB 对保险业推迟 IFRS 9 的生效日期，则 IASB 将需要： 

• 确定推迟的范围，包括： 

– 准则推迟适用于报告实体的哪个层次；以及 

– 准则推迟的适用条件； 

• 评估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列报和披露要求；以及 

• 识别是否需要应对因推迟准则生效日带来的会计影响，并制定必要的指引。 
 
工作人员已经识别了推迟采用 IFRS 9 的三种方法 4，包括在报告实体层次、法人实体层次，以及
保险活动层次推迟 IFRS 9 的运用。每种方法将导致不同的会计后果，也要求不同的准则推迟适用
条件。尤其是，如果报告实体内的部分业务将采用 IFRS 9 而其他业务继续采用 IAS 39，则会计政
策就会不一致。这将导致披露的复杂性，并需要针对金融资产在不同业务间的转移制定指引。

 
 

 

4. 参见 Agenda Paper 2G The complexity of deferring the effective date of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f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议程文件 2G：推迟对保险业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 金融工具>生效日期的复
杂性》，仅有英文版）（2015年 6月）。 

毕马威见解 

如果 IASB 决定通过修订 IFRS 4 来缓解暂时性会计错配的问题，则受到影响的实体需要考虑以
下方面： 

• 在执行 IFRS 9 时主动修订 IFRS 4 下的会计政策；以及 

• 在首次运用即将出台的保险合同准则时限定重新指定金融资产计量类别的选择。 

实体当前会计政策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要求实体执行新的系统或流程，或修改现有的系统或流
程。这包括修改现有的内部控制系统以对引入的任何过渡措施维持有效的控制和治理。 

http://www.ifrs.org/Meetings/MeetingDocs/IASB/2015/June/AP02G-Insurance%20Contracts.pdf
http://www.ifrs.org/Meetings/MeetingDocs/IASB/2015/June/AP02G-Insurance%20Contrac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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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工作人员认为在以下二者间存在反向关系： 

• 准确度  例如，推迟的层次将仅限于保险活动，并尽量缩小推迟采用 IFRS 9的范围；及 

• 简单度  例如，IASB 制定准则，以及实体执行准则的简易程度。 

 
何为 IASB的讨论内容？ 

少数 IASB 成员担忧如何对不能推迟采用 IFRS 9 的，以及能够推迟采用 IFRS 9 的实体之间或业务部
门之间金融资产的转移进行会计核算。IASB 承认需要额外的信息来确定同一报告实体中的非保险业
务及保险业务之间常见的金融资产转移的核算方法。 

一位成员认为，任何一种方法的成本似乎都会超过实体或集团同时受制于 IAS 39 及 IFRS 9 情况下
的裨益，而大多数解决方案都要求实体同时采用 IAS 39 及 IFRS 9。 

还有一位成员指出在报告实体层次推迟采用 IFRS 9 是最简单的方案，但他询问银行业监管机构是
否担忧银行业务也会被纳入推迟采用该准则的范围。另外一位 IASB 成员回应道，他们了解银行业
监管机构期望所有银行采用 IFRS 9，并偏好仅对财务状况表的负债方进行调整的解决方案。 

 

何为 IASB的决定？ 

此次教育专题会未达成任何决定。 

 

 
 
 

 

毕马威见解 

作为背书流程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要求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考虑即将出台的保
险合同准则与 IFRS 9 之间的关系。 

在其背书建议草案中，EFRAG 观察了以上讨论的成本和复杂性，并建议采用 IASB 指定的全球
统一方案。因此，EFRAG建议由欧盟委员会提请 IASB 推迟对保险业的 IFRS 9 生效日期。 

尽管该问题的讨论始于欧洲，部分欧洲地区之外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大型跨国保险公司，已
经公开表示支持推迟保险业的 IFRS 9 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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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IASB的 
讨论议题？ 

何为 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稿
相比是否有所不
同？ 

针对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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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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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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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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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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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否 

在其他综合收益
中列报折现率变
动的影响 

• 实体可以作出会计政策选择，将折现率变动的影响列报于损益或者其他综合收
益，并将该政策应用于同一组合内的所有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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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估计变更及差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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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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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影响，那么它将按下列方法

确认相关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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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是 

 

附录：IASB重新审议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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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IASB的 
讨论议题？ 何为 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稿
相比是否有所不
同？ 

在其他综合收益
中列报折现率变

动的影响（续） 

• 实体将披露以下信息。 

– 对于所有保险合同组合而言：  对于包括在综合收益总额中的利息支出总额
的分析至少细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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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对于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折现率变动影响的保险合同组合而言：对
于包括在综合收益总额中的利息支出总额的分析至少细分为： 

• 报告期间内在损益中列报的、按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适用的折现率计提

的利息金额；及 

• 报告期间内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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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锁定
折现率将为负债确认日的折现率。 

是 

 

 

 

 

 

 

 

 

 

 

 

是 

保险合同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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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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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体将披露以下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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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报告期内收到的保费到该期间保险合同收入之间的调节表； 

– 确定报告期内确认的保险合同收入时所用的输入值；及 

– 于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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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体将基于发生理

赔和给付的预期时点来确认收入。 

否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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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IASB的 
讨论议题？ 

何为 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稿
相比是否有所不
同？ 

参与分红合同 

过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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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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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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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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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权益中累计的其他综合收益相关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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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按征求意见稿 C8 段的要求分别披露按以下列方法计量的合同的相关信息： 

– 简化追溯法；及 

– 公允价值法。 

否 

 

是 

 

 

 

是 

 

 

 

 

是 

可变费用法 • 对直接参与分红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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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合同服务边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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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损益中确认 

合同服务边际 
• 实体将基于时间的推移在损益中确认合同服务边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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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IASB的 
讨论议题？ 

何为 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稿
相比是否有所不
同？ 

非针对性议题 

在损益中确认 

合同服务边际 
• 剩余合同服务边际将在保险保障期间内以系统的、最能反映该保险合同下剩余

服务转移的方法计入损益。 

• 对于非参与分红合同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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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反映预期生效合同数量的保险保障。 

否 

 

是 

在缺乏可观察数
据的情况下确定
折现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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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在实际情况下可获得的最佳信息来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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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是 

再保险合同利得
的非对称处理 

• 在合同初始之后，实体将在损益中确认对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估计的任何变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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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固定费用服务 

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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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重大保险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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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组合转让与企业

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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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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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人员认为，此决定代表了对征求意见稿中已包含的原则的澄清。然而，许多反馈意见者表示他们不确定如何应用不同层次的汇总。因此，该
澄清可能会导致对原则的应用发生变化。 

何为 IASB的 
讨论议题？ 

何为 IASB的决定？ 
决定与征求意见稿
相比是否有所不
同？ 

汇总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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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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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管理

的多个保险合同”。 

• IASB 将增补相关指引以说明，在初始确认确定合同服务边际或损失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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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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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合同进行汇总。 

否 5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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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就其保险合同方案重新征求意见，并于 2013 年 6 月发布了征求意见稿 2013/7 号《保险合同》。最终准则预计不会于
2015 年内发布。 

 
* 最终准则预计将在准则发布三年后生效。IASB 工作人员预计最终准则不会在 2015 年年底之前发布。强制生效日期将在完成参与分红合同模型的重

新审议后再予讨论。 
 

 
毕马威的系列刊物从不同角度对该项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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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刊物 

 IFRS Newsletter: Insur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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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新动向：保险合同》，2013 年 7 月，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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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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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的生效
日期？* IASB 发布 

征求意见稿 
审议 IASB 重新发

布征求意见稿 重新审议 
IASB 发布 
最终准则？ 为准则过渡做准备 

2011年至 
2013年 
第一季度 

2010年 2013年 
第二季度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8年 
1月 1日之后 

 
项目里程碑及完成时间表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services/audit/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insurers.html
http://www.kpmg-institutes.com/institutes/financial-reporting-network/articles/pubs/issues-trends-insurance.html
http://www.kpmg-institutes.com/institutes/financial-reporting-network/articles/pubs/issues-trends-insurance.html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Insurance-Contracts/Pages/Insurance-Contracts.aspx
http://www.fasb.org/jsp/FASB/FASBContent_C/ProjectUpdatePage&cid=1175801889812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5/04/ifrs-newsletters.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ifrs-insurance-newsletter/Pages/default.aspx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3/06/ith-2013-11.html
http://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Pages/challenges-posed-to-insurers-O-201506.aspx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5/03/evolving-insurance-regulation-2015-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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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阁下希望了解有关保险项目的更多资讯，欢迎与毕马威联系或访问 IFRS – insurance（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保险）
英文专题页面。 

阁下亦可访问 IASB网站的保险专题版块。 

访问我们的 Global IFRS Institute（全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研究所）了解毕马威有关 IASB 主要项目和其他动向的最新英文
刊物。 

 
Insights into IFRS: Volume 3 – IFRS 9（2014） 
（《剖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卷 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9号》，2014年，仅有英文版） 

First Impressions: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发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9号 —— 金融工具》，仅有英文版） 

 

本刊物是毕马威在之前刊物的基础
上，提供的第一份完整的关于 
IFRS 9（2014）的诠释性指引。 

2015 年 4 月 

 

提供毕马威对《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 9 号 —— 金融工具》完整版
的详尽分析。 

2014 年 9 月 

 
IFRS Newsletter: IFRS 9 Impairment – Issue 1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9号减值前沿动态》第 1期，仅有英文版） 

 
IFRS Newsletter: Revenue – Issue 13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收入前沿动态》 
第 13期，仅有英文版） 

 

重点关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金融
工具减值过渡小组就 IFRS 9 的减
值要求进行的讨论。 

2015 年 4 月 

 

阐述新收入准则的最新发展。 

2015 年 3 月 

 
IFRS Newsletter: Leases – Issue 17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租赁前沿动态》 
第 17期，仅有英文版） 

 
Breaking News 
（最新动态，仅有英文版） 

 

重点关注 IASB 与 FASB 近期就
2013 年发布的租赁会计建议稿进
行的讨论。 

2015 年 3 月 

 

为阁下提供会计、审计及监管方
面最新的国际准则须知。 

  

 

了解更多资讯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services/audit/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insurers.html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Insurance-Contracts/Pages/Insurance-Contracts.aspx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services/audit/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3/09/insights-into-ifrs.html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4/07/ith-201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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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保险前沿动态》是毕马威就保险业
的会计和报告提供的最新资讯。 

阁下如欲进一步了解本期刊物有关
内容的其他详情，欢迎与毕马威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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