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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9 日，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 会（IASB） 发 布 征 求 意 见 稿《 改
进 <IFRS 8—— 经 营 分 部 >（ 对 IFRS
8 和 IAS 34 的修订）》， 2013 年 7 月
IASB 发布了《IFRS 8——经营分部》
实施后回顾中报告，其中指出了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次修订
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征求意见的截
止期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

强调分部信息的一致性
当财务报表中确定的报告分部与年报
相关文件中其他部分的报告分部不同
时，应当披露并说明原因。除了年度
财务报表以外，年报相关文件还可能
包括管理层讨论、新闻稿、业绩预告、
投资者介绍和为监管备案目的提供的
信息。
�
关于披露
y � 如 果有助于符合本准则的核心原
则，主体也可以披露报告分部额
外的信息，包括未经首席经营决
策官审核或者未定期向首席经营
决策官提供的信息
y � 要 求主体披露识别为首席经营决
策者的个人或团体的头衔和职责
的描述

修订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
关于首席经营决策者
界定首席经营决策者在确定经营分部
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准则的第 5
段定义了经营分部并且包括了由首席
经营决策者定期评价的要求。此次修
订，澄清了关于首席经营决策者的描
述，包括：
y � 强 调首席经营决策者的职能是进
行经营决策和作出向经营分部分
配资源并评价业绩的决策
y � 首 席经营决策者可能是个人或者
团队。究竟是个人还是团队取决
于主体如何进行管理以及公司治
理的要求
y � 团 队中包括非执行成员并不影响
对首席经营决策者的判断

关于 IAS 34 中期财务报告
修订增加了 45A 段，当主体根据 IFRS
8 改变了报告分部的构成时，主体应
当在改变后的第一个中期财务报告
中，重述并披露当前年度和以前年度
的每个列报中期的分部信息。
�
关于过渡方式
根据 IAS 8 采用追溯调整法应用这些
修订。如果提前采用，应当披露该信
息并且同时应用对 IAS 34 中期财务报
告的修订。

�
关于调节信息
要求所有的重要调节项目应当单独确
定并描述足够的细节，以确保财务报
表使用者能够理解这些调节的性质。
例如：不同会计政策的调整，分部间
金额的抵销，未分配至报告分部的金
额。
�

�关于报告分部的加总标准
澄清具有相似经济特征的经营分部应
当在一系列的计量指标中表现出相似
的长期财务业绩，而不是一个计量指
标，这一系列指标例如具有相似的长
期收入增长、具有相似的长期资产回
报、具有相似的长期平均毛利水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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