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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30 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披露动议——披露的原则》讨论稿，提出了使财务报表披
露的信息更为有效的原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理事会将考虑收到的反馈意见以决定是否制定建议的征求意见稿，从
而修订或者替代《IAS 1——财务报表列报》。征求意见的截止期为 2017 年 10 月 2 日。
IASB 在 2017-2021 年的工作议程中制定了财务报告的有效沟通的中心议题，披露动议项目是中心议题的三项工作之
一，其包括的内容如下表
披露动议项目
已完成项目
IAS 1 的修订以移除
执行判断的障碍

重要性项目

对 IAS 7 的修订以改 重要性实务公告
进筹资活动负债的
披露

重要性定义

研究项目
披露的原则（本次
讨论稿）

从准则层面评价披
露项目

IASB 了解到企业在判断财务报表披露哪些信息并如何更好地披露时存在困难，主体往往机械地应用披露要求而不考
虑为什么特定的披露对财务报告使用者有用。现行的 IFRS 中规定披露清单而且缺乏指引，有时阻止主体使用他们自
己的判断。IASB 认为披露原则能够鼓励主体更好地应用判断且更有效地与财务报表使用者沟通信息；有助于理事会
改进准则中的披露要求。讨论稿的内容结构概括为下图：
有效沟通的原则
七个原则：针对特定主体、清晰简单、按照强调重要事项的方式组织、建立相关信息的链接、无不必要的复制、可比、恰当的
格式

信息披露位置的原则
主要财务报表和附注的作用

信息的位置

• 主要财务报表提供结构化的和可比的关于主体确认六要素的
汇总信息

引入一项关于信息位置的原则，当信息需要符合 IFRS 的要求在
财务报表以外披露时，应在哪里披露（详见下页图示）

• 附注是对主要财务报表的解释和补充

财务报表使用者提出的强调特定披露关注的原则
业绩计量指标的使用

会计政策的披露

业绩计量指标的如实反映要求：没有比 IFRS 信息更突出，与
IFRS 计量指标之间进行调节、清晰地标注并且进行相关解释、
每期中立和一直地计量和列报、同时提供比较信息

第一类：通常对于理解财务报表是必须的会计政策
第二类：对于理解财务报表是必须的，但不包括在第一类中
第三类：编制财务报表中使用的，但不包括在第一类和第二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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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稿中信息位置的原则图

如 果 满 足 下 列 条 件， 那 么 遵 循
IFRS，需要在年报中但是在财务
报表之外披露的信息。
• �年报更加可理解
• �财务报表可理解
• � 如 实反映信息，清楚界定或者
交叉索引

年度报告
财务报表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那么所谓的
非 国 际 财 务 报 告 准 则 信 息（nonIFRS）可以列报在财务报表中。
• � 明 确界定这些没用按照 IFRS 提
供的信息
• 与符合 IFRS 的报表一起列示，
提供清单
• 附有为什么使用该信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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