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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IASB 及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述评
高 玲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厦门 361005 ）

【摘要】 本文分析阐述了 IASB 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
—财务报表列报》
（IAS 1）的七次主要修订，以及我国财政
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的修订。同时以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9 ～ 2011 年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为
研究样本，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进行统计，
从而得出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在实务中存在简单化、
表面化问题的结论。
【关键词】 其他综合收益 IAS 1 CAS 30
财务报表列报，
是传递财务信息的重要途径，直接涉及财

交易、其他事项以及来自除股东外的事项所引起的所有者权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
务会计目标和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的定位。

益（净资产）的变动，所有者投资和对所有者的分配引起的所

—财务报表列报》
（IAS 1） 的演进历程，
际会计准则第 1 号——

有者权益的变动之外，在某一会计期间内全部的所有者权益

然后分析了我国财政部基于会计准则趋同要求所采取的一些

变动都应包括在综合收益中。其他综合收益包括在综合收益

举措，以及目前存在的争议，对我国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

中但是不属于净收益。

列报情况也做了简单分析。
一、
IAS 1 的演进历程
财务报表列报的改革历程反映了财务报告目标和财务信
息需求的变化。历史上，美国、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
构都曾对财务报表列报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在会计准则国际
协调和全球趋同的进程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也充满了争议。
1997 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发布了关于财务报

2008 年 5 月 30 日，IASB 针对 IAS 1（2007）进行了第四
次修订，
如把资产负债表修改为财务状况表。
2009 年 2 月 6 日，IASB 对 IAS 1（2008）进行了第五次修
订，用重估盈余代替重估储备。
2010 年，IASB 对 IAS 1（2009）进行了第六次修订，此次
修订更强调所有者权益变动项目，这也是 IASB 与 FASB 博弈
的结果。

告列报的 IAS 1，用来取代以下三个准则：①1974 年通过的

2011 年 6 月 16 日，IASB 正式发布《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IAS 1 会计政策披露；②1977 年通过的 IAS 5 财务报告信息

1 号——
—财务报表列报〉的修改——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

披露；③1979 年通过的 IAS 13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列报。

报》，这次修订主要集中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上。

2003 年 12 月，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对 IAS 1（1997）
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并于 2004 年发布。此次对 IAS 1 变革的
内容较多，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了财务报表的公允列报，增加
了“重要性”的定义，同时要求披露归属于母公司权益和少数
股东权益，与之对应，在利润表中对损益的金额需分为“归属
于母公司损益”和“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
。
2005 年，IASB 对 IAS 1（2003）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修订
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本的披露项目方面。其目标是减少或消
除准则中允许选用的处理方法、重复和矛盾，
解决一些趋同问
题，并进行其他改进，
如强调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被认定
为公允列报的财务报表。
2007 年，IASB 对 IAS 1（2005）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引入
了“综合收益”概念。此举是借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130 号（SFAS 130）中的综合收益项目，体现 IASB 与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之间的协作。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第6 号中对综合收益的定义为：一个企业在一段时期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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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1 的每次修订，均伴随着综合收益表的不断变化。
IAS 1（2011）下的综合收益明细项目如表 1 所示：
表1

IAS 1（2011）下的综合收益明细项目
净利润
税前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待出售证劵的净变化
未实现损益的金额
重分类将进入损益的金额
待出售证劵的总变化金额
现金流中套期保值未实现的损益
未实现损益的金额
重分类将进入损益的金额
套期保值未实现损益总额
养老金金额
税前的其他综合收益
各项目相关的税金
税后其他综合收益总额
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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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对财务报表列报方式的变革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两

始在利润表中引入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笔者考察了 2009

个：①财务报表不仅应该能够提供反映经济活动“结果”的信

～ 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发现存在以下

以便报表
息，而且应该能够提供反映经济活动“过程”的信息，

①勾稽关系错误。
利润表中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
问题：

使用者能够清晰地观察到企业财务状况变化的来龙去脉，从

计应等于综合收益，
同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与

而掌握企业经济活动的规律，了解企业经济活动结果的形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应等于综合收益总和。可在实务

过程，并判断企业所披露会计信息的可靠性；②信息将按管

②一百多家上市公司未列
中，
部分上市公司未遵守这一规则。

理层意图以更加贴近企业活动的全新分类模式来列报（刘玉

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③近一半的上市公司对其他综合收益

廷，
2011）。

进行零列报。其他综合收益包含的内容甚广，扣除净利润外

二、我国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规定的演进

的均属于其他综合收益，
具体而言，
其他综合收益包括外币报

我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

待出售证券的变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现金流
表折算差异、

《企业会
系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我国上市公司执行。其中，

量有效套期价值变动等项目，对于零列报其他综合收益的上

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
（CAS 30） 规范了我国财

市公司，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务报表列报项目，该准则是主要参考 IAS 1（2005）并结合我国
国情而制定的。
2009 年 6 月，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
（财会［2009］8 号），标志着我国正式引入了“其他综合收益”
概念。
2012 年 5 月 17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征求〈企业会计
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财
办会［2012］18 号），其修订重点集中在“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
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表明了我国财务报表列报
的重点转移至“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笔者将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量化，并
总结归纳出表 2。从中可以看出，简单的勾稽关系错误仍是财
务报表列报的一个明显问题，大约一半的上市公司对其他综
合收益进行零列报，
这值得深思。
表2

我国A股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存在的问题
勾稽关系错误

净利润+
年度 观测值 其他综
合收益
的><综
合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未列报 其他综
有者的综合收益+ 其他综 合收益
归属于少数股东 合收益 零列报
的综合收益><综
合收益总额

关于综合收益的列报位置，在国际会计准则下需要单独

2009 年 1 860

109

115

1 315

261

列报综合收益表；美国对
“综合收益”项目的规定是，
既可以在

2010 年 2 216

13

345

121

1 106

“所有者权益”
项目中列报，
也可以在利润表中列报；
而我国则

2011 年 2 364

10

409

196

1 140

在利润表中直接增加两个项目：
“其他综合收益”
和“综合收益
总和”。
总体而言，IASB 关于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改革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目前已经结束，主要表现在 IASB 于 2007 年 9

总体而言，实务界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进行了简单化、
表面化的处理，有的甚至犯简单的勾稽关系错误。
四、IAS 1 对我国的启示

月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
—财务报表列报》中引入“综合

近年来，IAS 1 的改革集中在影响所有者权益的各个项

收益”的概念。
而第二阶段的改革对现有报表结构做出大幅改

目，如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等。我国 CAS 30 的修订主要

动，将企业的交易活动按照创造价值活动和筹资活动分别对

是参考 IAS 1 的变化和我国的国情，即渐进式地采纳 IAS 1。

旨在加强
应体现在财务状况表、综合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

由此可以得出，我国 CAS 30 在未来的修订中将会继续集中

报表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内在一致性，
目前正在进行中，
争议比

在
“综合收益”
的各个具体项目，
包括：
其他综合收益各具体项

较大，使得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日期一再推迟。

目的未实现损益金额、重分类将进入损益金额和各具体项目

对于第二阶段的改革，
我国的意见从总体上看是反对的，
原因有以下几点：①业务活动和筹资活动的分类本身界定不

引起的税金变化。
另外，
在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修订过程中，
需提高会计人

清，难以操作；②新的列报模式不能解决内在一致性问题；

员的综合素质，避免准则的制定与执行脱节，
尽量减少低级的

③新的列报模式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④新的列报模式将会

勾稽关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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