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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知
IFRS 17实施的最新进展
对IFRS 17进行修订提上IASB理事会议程
IASB通过年度改进修订流程对IFRS 17的某些规定作出澄清

概览

IASB 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同 意 对

IFRS 17“保险合同”作出澄清性修改，

以确保该项准则的规定能反映其在审议

阶段所作的决定。

该理事会同意澄清以下内容：对于采用

可变收费法的合同，确定保障责任期间

及给付利益量时不仅应当包括保险保

障，还应包括投资相关服务。理事会还

同 意 澄 清 ， 因 IFRS 17 导 致 的 对

IFRS 3“业务合并”有关保险合同分类

所作的修订未来适用；并专门澄清同一

控制下的业务合并不适用IFRS 17有关业

务合并的规定。理事会还通过了关于其

他议题的若干项澄清性修订。

本文所述观点基于我们对6月21日会议的

观察和理解，可能在某些方面与IASB发

布的官方会议纪要存在不同之处。

背景

1. IASB在发布IFRS 17“保险合同”后成

立了过渡工作组(TRG)，作为利益相关

方的公开交流平台，使其得以通过此平

台了解关于实施此项新准则所征集的问

题之讨论过程。过渡工作组的目标是促

进公开讨论，围绕采用IFRS 17的实施

问题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以及为理事

会提供信息。

2. 在保险准则发布后，IASB项目职员为

利益相关方组织了各种活动，以跟踪

IFRS 17的实施情况。在这些活动中以

及通过TRG展开的讨论，IASB项目职

员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有关人士对这项

准则的理解可能与理事会的预期不符。

3. 理事会在6月21日的会议上认可的所有

修订均与“年度改进”修订有关。归入

年度改进的修订属于小改动，包括就准

则中的表述进行澄清，或修正相对较小

未预料到的后果、疏忽或准则现有规定

之间的矛盾之处。年度改进的应循程

序，与其他修订的流程一样，包括公开

征求意见。IFRS准则应循程序的更多

背景信息可在IASB官网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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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改进的建议修订汇总

澄清具有直接分红特征的合同的保障责任期间

4. 对于符合可变收费法条件的合同，TRG在今年5月2日
的会议上讨论了合同服务边际的摊销（参见2018年6月
刊国际/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动态） 。TRG一致认为，保

障责任期间不仅包括保险保障责任期间，还应包括主体

提供投资服务的期间。

这是因为根据IFRS 17，此类合同“实质上属于与投资

相关的服务合同”，这与可变收费法的要求及范围基本

相符。

5. 在6月21日的会议上，理事会项目职员提议，理事会应

对符合可变收费法合同的“保障责任期间”的定义进行

修订，以澄清原本的原则。在IFRS 17附录A中，关于

“保障责任期间”的定义应增加如下段落：“对于具有

直接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主体为保险事故提供保障或

提供投资相关服务的期间。保障责任期间涵盖与保险合

同边界内的所有保费相关的保险事故保障或与投资有关

的服务。”

6. 大多数理事会成员同意，就适用可变收费法的合同而

言，对保障责任期间定义的修改是对基本原则的澄清，

而非对现行准则的变更，因此，满足年度改进修订的标

准。TRG成员在5月2日会议上对于采用一般模型且包

含投资相关服务的合同的保障责任期间定义有很大意见

（详见下文）。一名成员对于不解决这一问题而仅对适

用可变收费法的合同修改保障责任期间的定义表示

担心。

7. 除一名成员之外，其他理事会成员均同意对具有直接分

红特征的合同（适用可变收费法的合同）的保障责任期

间定义作出的建议修订应当纳入下一轮IFRS准则的年

度改进。

不具有直接分红特征的合同的保障责任期间

8. 在TRG于5月2日举行的会议上，项目职员指出，不符

合可变收费法的其他包含投资成分的合同并不提供

“投资相关服务”。因此，他们建议，出于分摊合同服

务边际的目的，对于不适用可变收费法的合同，在确定

其给付利益量时应当仅基于保险服务的保障责任期间，

并且不应考虑所提供的与投资成分相关的给付。

9. 对此，大多数TRG成员并不赞同，他们指出，采用一般

模型的合同也可能包含投资相关服务。在5月2日的

TRG会议上，很多TRG成员建议，就此类合同而言，

“保障责任期间”的定义亦应予以修订，以包含此类

服务。

10.在6月21日的IASB会议上，理事会同意不提议在该年度

改进修订中对不具有直接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的保障责

任期间定义作出任何修订。理事会指出，这项变更不能

视为小改动，而是对准则条款的重新考虑，影响重大。

因此，需要对此类合同作出进一步分析和讨论。项目职

员表示，鉴于TRG将在今年9月举行会议，他们将于会

后针对TRG届时尚未形成结论的事项向理事会报告，

IASB主席同意理事会到时可以考虑一般模型保障责任

期间问题。

提议的其他修订

11. 理事会同意将对IFRS 17（及其他准则，若相关）作出

修订以澄清下述事项：

• 因IFRS 17导致的对IFRS 3“业务合并”有关保险合同

分类所作的修订未来适用（即适用于IFRS 17首次执行

日之后订立的交易）；

• 同一控制下的业务合并不适用IFRS 17关于业务合并的

规定；

• 在IFRS 17第27段中，与合同组别中的保险合同相关的

保险获取现金流量包括与已签发的合同及“预计签发

的”合同有关的现金流量。

普华永道观察

在5月2日的TRG会议上，与会者指出许多适用一般模型

的“间接分红合同”的给付结算金额根据资产回报减去

保险公司预留的金额（“利差”）确定，相关现金流量

采用以资产为基础的利率折现（参见准则示例6）。由

于保险成分常常不够重大，该项利差可能构成合同服务

边际的主要部分。与会者对于仅在合同保险保障责任期

间确认合同服务边际表示疑虑。IASB理事会的一名成员

在6月21日的会议上表达了类似观点，并以保险保障责

任期1年同时提供5年投资相关服务的合同为例进行了

说明。

https://www.pwccn.com/zh/ifrs/ifrs-news-jun2018.pdf


• 在IFRS 17第28段中，在确认某个保险合同组别时，主

体应当仅包含符合确认条件的合同，并且确认条件应当

适用于每份合同，而非“在报告期末已签发的”合同；

• IFRS 17下的敏感性分析应当披露的是损益和权益怎样

受到“风险变量”变动而非“风险敞口”变动的影响；

• 非金融风险调整的某些金额可能体现在IFRS 17要求披

露的保险合同调节表及收入明细的其他组成部分中，现

有披露规定的措词未能明示此点，这可能导致披露中重

复计算风险调整；

• 符合IFRS 17所定义的保险合同，包括那些持有的以及

签发的且属于IFRS 17适用范围的保险合同，除特别说

明的情况外，不适用金融工具准则(IFRS 7、IFRS 9和
IAS 32)；及

• 在IFRS 17的示例9中，初始确认时对合同中嵌入的死亡

给付保证的时间价值作出估计。对此将增加一项解释，

指出其所包含的因素，即使无法据此得出金额数字。

理事会同意，上述提议的修订应当纳入下一轮IFRS准则的

年度改进。

下一步行动

12.理事会投票通过将上述修订纳入下一轮IFRS准则的年

度改进。关于年度改进的意见征集期通常至少为

90天。

普华永道观察

由于同一控制下的业务合并不适用IFRS 17关于业务合

并的规定，因此公司可以采用与具体情况相适应的会计

政策。这可能包括目前在同一控制业务合并下常用的账

面价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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