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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lgam 案例学习

Michael J C Well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教育委员会 总监
Robert P Garnett, 南非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会计学教授

这份资料极大地受益于由 IFRS 基金会组织的一系列基于框架的 IFRS 教学研讨会上收集的反馈
和意见，还受益于一些同仁的匿名评审。.

背景
Amalgam 是一家在 Afriganistan 证券交易所上市超过十年的公司。1它的创始人是
Mrs Conglomerate (简称 Mrs C)，Mrs C 拥有其控制权（百分之八十）。
Mr Judgement (简称 Mr J)已领导 Amalgam 公司的财务团队多年。去年，Amalgam
公司第一次按照 IFRS 来编制财务报表。在此之前，该公司的财务报表主要是为了满足
缴税的需求，按照税法的要求来编制。Mr J 发现按照 IFRS 来编制财务报表需要更多
的职业判断以及估计。
在当前这个财务年度 (20X2)中，Amalgam 公司开展了一些交易活动，然而，Mr J
没有找到具体的 IFRS 准则作为依据。Mr J 对此心存疑问，没有具体的 IFRS 准则要求，
Amalgam 公司应当如何记录这些交易，并在截止于 20X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中反
映呢？于是，他找到了作为会计专家的你，寻求你的专业帮助，咨询应当如何按照
IFRS 的要求来对下列现象（例如，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蘑菇的养殖
在 20X2 年 2 月 1 日，Amalgam 公司获得了一个蘑菇养殖厂。在考察了蘑菇的养
殖经营情况后，Mr J 惊奇地发现蘑菇既不属于植物，也不属于动物——它们是菌类。
回到办公室后，他查看了 IAS 41 《农业》中关于生物资产的定义，令他意外的是，其
定义中只包含了有生命的动物和有生命的植物。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找到具体的 IFRS
规定将如何对 Amalgam 公司养殖的菌类（有生命的蘑菇）进行账务处理。

重组

1

本案例中的人名，主体名以及地名都是虚拟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IFRS Foundation.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as guidance only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it are
2
those of the authors who do not provide any warranty as to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ontent. Official
positions of the IFRS Foundation and the IASB are determined only after extensive due process and
deliberation.

在 20X2 年 12 月 31 日，Amalgam 公司从 Conglomerate 公司那里购买了 Ation 公
司所有的股权，为此支付 $200 亿现金。 Mrs C 拥有 Conglomerate 公司所有的股权，
因此她控制了 Conglomerate 公司和 Amalgam 公司。
Amalgam 公司和 Ation 公司截止 20X2 年 12 月 31 日的简要财务信息如下 (在上述
交易前一刻)：

Amalgam 公司

可辨认资产
负债
或有负债

Ation 公司

账面价值
$百万

公允价值
$百万

账面价值
$百万

公允价值
$百万

300,000
(200,000)
–
100,000

600,000
(190,000)
(10,000)
400,000

35,000
(32,000)
–
3,000

50,000
(29,000)
(3,000)
18,000

购买黄金，并持有作为财产
在 20X2 年 6 月 30 日, Amalgam 公司购买了 1,000,000 盎司的黄金，每盎司的价格
为$1,000，该公司把这些黄金存放在某国际银行当地分行的保险库中。Amalgam 公司
既不把这些黄金用于买卖交易，也不打算使用它们，而仅仅就是持有它们作为一种
“财产（store of wealth）”。Amalgam 公司的风险管理部计划在可预计的将来持有这
些黄金，且购买黄金支付的现金超过了该公司可预计的将来的现金需求。
在 20X2 年 12 月 31 日 (当年财务年度的截止日期)，黄金的交易价格变为每盎司
$1,500 ，然而，Amalgam 公司继续持有这 1,000,000 盎司的黄金作为财产。

艺术品收藏
在 20X2 年 9 月, Amalgam 公司开始参与艺术品收藏。其从伦敦、香港和纽约的拍
卖中，以总计$10 亿的价格购买了 10 幅画。
Amalgam 公司没有参与艺术品交易买卖，且将来也不打算参与。然而，在管理这
些收藏品的过程中，不排除有可能为了购买其它更需要的艺术品，而出售其中几件已
收藏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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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艺术品被存放于 Amalgam 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下专门修建的地下保险库。有时，
Amalgam 公司会邀请其重要的客户或者特别的客人去参观这些藏品。
Amalgam 公司的风险管理部计划无期限地持有这些艺术品，且购买艺术品支付的
现金超过了该公司可预计的将来的现金需求。

一些用于课堂讨论的 IFRS 问题
如果没有针对特定交易或者事项的具体的 IFRS，主体应该如何就这一交易或者事项确
定会计政策？
在 Amalgam 公司养殖蘑菇这一问题上，你将给 Mr J 什么建议，采取何种会计政策反映
蘑菇养殖?
在 Amalgam 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你将给 Mr J 什么建议，采取何种会计政策
反映购买了 Ation 公司股权这一事件?
针对 Amalgam 公司购买黄金作为财产持有这一做法，你将给 Mr J 什么建议，采取何种
会计政策？
针对 Amalgam 公司购买艺术品作为财产持有这一做法，你将给 Mr J 什么建议，采取何
种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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