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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知
套期会计：IFRS与US GAAP的比较

1. 必知

• 套期会计： IFRS与

US GAAP的比较

• 加密资产及相关交易：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

的会计考虑事项

无论是在US GAAP还是在IFRS下，套期会

计都属于较为复杂的领域之一，并且具体

情况往往存在细微差别。这两个准则框架

均进行了更新，以对部分要求进行简化，

减轻企业的管理负担，使得更多的套期策

略符合套期会计的条件。尽管如此，复杂

性仍然存在。而且，IASB和FASB虽然在成

立伊始制定了相似的目标，但最终选择了

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IFRS和US GAAP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下文从七个方面对IFRS 9套期模型与修订

后的ASC 815套期模型进行比较。这部分内

容概述了IFRS与US GAAP之间一般被视为

最显著或者影响最广的差异。本文应当与

权威文献以及关于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全面

分析一并阅读。

套期有效性标准

IFRS和US GAAP仅允许对某些符合条件的

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运用套期会计。并

且这两套准则都要求在套期关系开始时对

套期关系有正式指定和书面记录，以及评

估套期有效性。

然而，这两套准则关于套期有效性的具体要

求是不同的。与US GAAP不同，IFRS并未

规定套期必须“极其有效”才能满足套期会

计的条件。IFRS 9要求被套期项目与套期工

具之间应当存在经济关系。与US GAAP相比，

这一规定相对宽松。

• 有效性评估的性质和时间： IFRS和

US GAAP均要求首次和持续的有效性评

估。不过，这两套准则对于此类有效性

评估的性质和时间有不同的规定。

• 无效套期部分的确认：IFRS要求计量和

确认套期关系的无效部分，即使套期满足

有效性标准。US GAAP废除了无效部分

的概念，以及无效部分应当单独计量和披

露的要求，尽管对于某些套期来说，无效

部分仍可能对利润表产生影响。IFRS和
US GAAP都允许主体在有效性评估中不

考虑某些组成部分，而是单独对其进行会

计处理，这样可提高套期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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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效性评估中可不予以考虑的金额： IFRS 和

US GAAP均允许主体在有效性评估中不考虑套期工具

公允价值变动的特定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哪些金额可

以豁免的问题，这两套准则的规定不尽相同。

• 在有效性评估中可不予以考虑金额的会计处理：IFRS
和US GAAP关于在有效性评估中豁免的组成部分的会

计处理有着不同的规定。

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

这两套框架在被套期项目的符合标准方面存在若干差异。

• 非金融项目的组成部分：IFRS和US GAAP均允许主体

对非金融项目的组成部分进行套期。不过，在IFRS 9下，

更多非金融组成部分可能符合被套期项目条件。

• 组合套期：IFRS和US GAAP均允许主体对一组项目进

行套期，但是在IFRS下，更多组合可能符合被套期项

目条件。特别是，IFRS 9允许对一组相互抵销的风险敞

口进行套期，而US GAAP对此明确禁止。

• 对可提前支付的金融资产组合进行套期：只要满足特定

标准，IFRS和US GAAP均允许主体对项目层级进行套

期。然而，对于预计在套期期间内不会提前支付的可提

前支付金融资产，IFRS和US GAAP对于其层级的利率

公允价值套期适用的指引有着不同的规定。

• 汇总风险敞口：IFRS允许主体合并衍生工具和非衍生

工具风险敞口，并将其共同指定为套期关系中的被套期

项目。但US GAAP不允许这样做。

• 部分期间套期：IFRS和US GAAP均允许对金融工具的

部分期间进行套期。然而，US GAAP对于被套期项目

的假定期初的时间和到期日有硬性规定。

• 可变利率金融资产和负债：IFRS和US GAAP均允许指

定合同规定利率作为可变利率金融工具利率风险现金流

量套期中的被套期风险。IFRS 9不要求利率是合同规定

的；只要求利率可以单独识别和可靠计量。但是，

IFRS 9不允许指定的利率成分超出合同现金流。

• 固定利率金融资产和负债：IFRS和US GAAP均允许在

固定利率金融工具利率风险的公允价值套期中指定完整

的合同现金流量或其部分。此外，US GAAP允许对其

他风险的公允价值套期基准部分进行套期，无论票面利

率或收益率高于或低于基准利率。

• 对一项以上风险的套期：与US GAAP相比，IFRS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主体使用单项套期工具对两个或

以上被套期项目的一项以上风险进行套期。此规定使得

主体在IFRS下对特定风险进行管理时，可以采用新策

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更复杂的策略）以运用套期

会计。

• 企业合并：IFRS允许对企业合并中的外币风险进行套

期，但US GAAP禁止这样做。

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

这两套框架在套期工具的符合标准方面存在若干差异。

• 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非衍生工具—IFRS和US GAAP
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将非衍生工具指定为套期工具。一般

来说，在IFRS下，非衍生工具指定为套期工具的情形

多于在US GAAP下。在涉及外币风险的套期关系中，

非衍生金融工具是最常用的套期。在这一点上，

US GAAP和IFRS的立场类似。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实务中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 套期工具的位置：IFRS允许母公司对间接子公司的风

险敞口进行套期，而不考虑组织结构中的中间主体的功

能货币。对于预期交易的外汇风险套期（现金流量套期）

或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汇风险套期，US GAAP对于所

涉及主体的功能货币及结构都有硬性规定。

现金流量套期和基础调整

对于预期购买非金融项目的套期，IFRS和US GAAP对于

递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在购入

非金融项目时）的会计处理具有不同的规定。这导致在

IFRS和US GAAP下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不同，非金融项

目的账面金额也不同。不过，对盈利的最终影响是相同的。



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的列示

与IFRS相比，US GAAP提供了更多关于套期产生的利得和

损失列示的指引。

自主选择取消指定套期关系

在IFRS和US GAAP下，如果相关资格标准不再满足，主体

必须终止一项套期关系。然而，IFRS 9不允许自主选择取

消指定。在实务中，此项规定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

IFRS要求主体在无法再满足风险管理目标的情况下应当终

止一项套期关系。

这可能包括主体选择取消指定套期关系的大多数情形。

变更、展期和替换

IFRS和US GAAP均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当合同发生修改

时已指定的套期关系继续存在。不过，这两套框架对于在

什么情况下套期关系在合同修改后可继续存在有着不同的

规定。

关于IFRS与US GAAP之间差异的全部指引，请参见出版物

《IFRS与US GAAP的异同》。

关于IFRS 9套期规定的详细指引，请参见普华永道出版物

“洞察”之《在实务中运用IFRS 9的套期会计》。关于

ASC 815的详细指引，请参见普华永道《衍生工具和套期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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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包括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内的加密资产因其价值及

波动性的迅速增加，吸引了众多关注。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加密资产相关活动的增多都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和详细

审查。

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确认、计量及披露与发行、

投资各类加密资产相关的活动。

鉴于目前没有一项会计准则对加密资产作出特别规定，报

告主体必须参照现行IFRS以应用其原则导向决定会计处理。

普华永道出版物“洞察”之《加密资产及相关交易：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下的会计考虑事项》主要分析了目前存在争

议的一些会计问题，并就如何适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享

了我们的观点。

与加密资产相关的实务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

题的解决方案在极大程度上会取决于具体事实和情况。

前述出版物所提供的示例及关于考虑事项的建议对运用通

用原则作出了说明，但应注意的是，加密资产交易处于快

速发展变化之中。随着该领域相关指引及实务的不断发展，

本出版物会定时更新和扩展，以涵盖新的热点问题（比如

加密货币的挖矿）。

加密资产及相关交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会计考虑事项

https://www.pwc.com/us/en/cfodirect/publications/in-depth/fasb-ifrs-hedge-accounting-models.html?elq_mid=12951&elq_cid=704715
https://www.pwccn.com/zh/ifrs/ifrs9/in-depth-on-ifrs-9-hedge-accounting.pdf
https://www.pwc.com/us/en/cfodirect/publications/accounting-guides/derivatives-hedge-accounting-asc-815.html
https://www.pwc.com/gx/en/audit-services/ifrs/publications/ifrs-16/cryptographic-assets-related-transactions-accounting-considerations-ifrs-pwc-in-dept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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