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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教学资料
Michael J C Well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教育委员会 总监
Ann Tarca,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 教育委员会 前学术成员，西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
会计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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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阶段：教学资料
在本部分我们提供在第 1 阶段课堂上要用到的关于固定资产会计的资料（例如，这是
给考取 CA/CPA 资格的学生上的第一门财务报告课程）。本资料包括：
 来自于理事会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 的摘要和 IAS 16 《 固定资产（译者注：即不动
产，厂场和设备）》 以及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17《固定资产》的主要原则；
 给学生的笔记—有关固定资产的识别、确认、计量和终止确认的说明， 例子和讨论
问题，固定资产会计的判断和估计的标志，以及
 辅导问题和参考答案。
第 1 阶段：参考资料
下述关于概念框架和准则的摘要向学生提供了有关固定资产的主要概念和原则。
作者假设，学生在课堂上以及布置作业的时候已经获得这些摘要的复印件。这种开放
式的方法注重发展学生应用 IFRS 的要求的能力，而不是要他们学习和背诵 IFRS 的要
求并机械性地执行重复的例子。同时，一个开放式的方法更多地反映“真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会计师必须应用 IFRS 并分析 IFRS 财务报表的说明，而不是背诵它的要
求。更何况，IFRS 的要求很有可能随时变化，记忆这些资料的旧版本对将来并不是有
帮助的。

概念框架 陈述了为外部使用者编制和提供的财务报表的概念基础。IAS 16 《固定
资产》和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固定资产》陈述了固定资产会计的要求。

2 © IFRS Foundation.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as guidance only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i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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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框架摘要
目标
财务报告通用目标是提供对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做出向主
体提供资源有用的、关于报告主体的财务信息。这些决策包括购买、出售或者持有股
权或债券、以及提供或出售贷款或者其他形式的信用方式（概念框架 OB2 段）。 概念
框架的其他方面（报告主体概念；质量特征， 强制要求， 有用的财务信息；财务报表
要素；确认；计量；表述和披露） 在逻辑上遵守这些目标 （见概念框架 OB1 段）。
在很大程度上，财务报告是基于估计，判断和模型的，而不是精确的描述。概念框架
建立估计，判断和模型的概念基础。这些概念是理事会和财务报告提供者努力的目标
（概念框架 OB11 段)。

通用目标的财务报告
通用目标的财务报告提供了关于一个报告主体财务状况的信息，该信息是关于主
体的经济资源和对主体的要求权。同时，当某些交易或事项改变一个报告主体的经济
资源和对主体的要求权时，财务报告还会提供这些交易和事项的所带来的影响的相关
信息财务报告。这两种信息都对向实体提供资源的相关决策提供了有用的参考（概念
框架 OB12 段）。更进一步，主体的现金流入同时帮助使用者估计主体未来产生现金
流入的能力（见概念框架 OB20 段）。

财务业绩
关于主体某段时间的财务业绩的信息，该信息是通过经济资源和对主体的要求权
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直接从投资者和债权人获取的附加资源，这些信息对
评价主体过去和未来产生净现金流的能力很有帮助。这些信息表明报告能在多大程度
上增加其可使用的经济资源，并因此通过经营活动而非直接向投资者和债权人获取额
外资源来增加其现金流（概念框架 OB18 段）。
关于主体在某个时间段的财务业绩信息同样表明了诸如市场价格或利率的变化这样
的事项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或减少企业经济资源和对主体的要求权，并因此影响到主
体产生净现金流的程度（概念框架 OB19 段）。

质量特征
有用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 [相关性，公允表述、可比性、可靠性、及时性和可理解
性] 表明信息的类型，这些信息很可能对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基
于财务报告（财务信息）中报告主体的财务信息，进行决策是有帮助的（ 概念框架
QC1 段）。
如果财务信息是有用的，它必须相关且公允表述它想要表述的 ( 概念框架 QC4
段）。 相关的财务信息能够区别使用者的决定（见概念框架 QC6 段）。1 为了完美地
公允表述，一个描述应该具有三个特征，即完整、中立和无偏差（见概念框架 QC12
段）。

1

如果它有前瞻价值，可证实的价值或者二者兼有，那么财务信息就能区别决策 (概念框架 QC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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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是可比的、可靠的、及时的和可理解的，财务信息的有用性会得到增强。
（概念框架 QC4 段）。
另外，还要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如果省略它或者错误阐述它会影响到使用者根据
主体的财务信息做出的决定，那么该信息就是重要的—重要性是相关性的特殊方面
（见概念框架 QC11 段）。

要素
财务报表通过根据经济特征进行分类来描述交易和其他事项的财务效果。这些分
类被财务报表的要素所限定。与计量财务状况直接相关的要素是资产，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与计量业绩相关的要素是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概念框架 4.2 段，作者用“资
产负债表”代替“财务状况表”，用“利润表”代替“综合利润表”）。

资产是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形成的且所控制的资源，该资源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
的流入 （概念框架 4.4(a)段）。未来经济利益具体体现为资产直接或间接贡献现金和
现金等价物的潜力。（概念框架 4.8 段）。
收入 是经济资源在会计期间的增加，以资产流入或增加、或者负债的减少的形
式，而不是以主体股东增加股东权益的形式（概念框架 4.25(a) 段）。
费用是经济资源在会计期间的减少，以资产减少或消耗、或者债务增加的形式，
而不是以分配主体股东权益的形式（概念框架 4.25(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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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16 和中小企业 IFRS 的摘要

定义
IAS 16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固定资产指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项目：

固定资产指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

(a)

用于生产、提供商品或劳务、出租或
为了行政管理目的而持有的；并且

(a)

用于生产、提供商品或劳务、出租或
为了行政管理目的而持有的；并且

(b)

预计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

(b)

预计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

(第 6段)

(第 17.2段)

确认
IAS 16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应该确认为资产，当
且仅当：

… 主体应该确认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
当且仅当：

(a)

与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主体；以及

(a)

与该项目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主体；以及

(b)

该项目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 7
段)

(b)

该项目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第
17.4段)

初始计量
IAS 16
一项被确认为资产的固定资产应该以成本计
量。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一项被确认为资产的固定资产应该以成本计
量。
(第 17.9 段)

(第 15 段)
成本是指资产购置或建造时，为取得该资产而
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其它对
家的公允价值；或者是按照其他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如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的特殊要求进行
初始确认的归属于该资产的金额。

固定资产的成本是在确认时点的现金价格。如
果付款超过了正常的信贷期限，成本则为未来
所有支付款项的现值。
(第 17.13 段)

(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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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后的计量
IAS 16
主体应选择本准则第 30 段规定的成本模式或
第 31 段规定的重估价模式作为会计政策，并
将其运用于整个固定资产类别。 (第 29 段)
成本模式： 确认为资产后，固定资产项目的
账面金额应为其成本扣减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
损失后的余额。
(第 30 段)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在初始确认后，主体应按照成本减去所有累计
折旧和所有累计减值损失来计量固定资产的所
有项目2 。主体应把提供日常服务的固定资产
项目的成本计入成本发生期间的损益。3
(第 17.15 段)

重估价模式：确认为资产后，如果固定资产项
目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则其账面价值
应为重估金额，即该资产在重估日的公允价值
减去随后发生的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损失后的
余额。重估应当经常进行，以确保其账面金额
不至于与报告期末以及公允价值确定的该资产
的价值相差太大。 (第 31 段)

折旧
IAS 16
折旧指在资产的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其应折
旧金额。
(第 6 段)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折旧指在资产的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其应折
旧金额。
(术语表)

资产的应折旧金额应该在其使用寿命内系统地
进行分摊。 (第 50 段)

资产的折旧金额应该在其使用寿命内系统地进
行分摊。(第 17.18 段)

应折旧金额是指资产的成本或者其他替代成本

应折旧金额是指资产的成本或者其他替代成本

的金额减去残值后的余额。 (第 6段)

的金额(在财务报表中)减去残值后的余额。
(术语表)

资产的残值，指如果资产的预期使用寿命已满
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主体目前
从资产的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
估计金额。 (第 6段)

（资产的）残值，指如果资产的预期使用寿命
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主体
目前从资产的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
后的估计金额。 (术语表)

如果固定资产项目每个部件的成本与该项目总
成本相比是重大的，则该部件应单独计提折
旧。 (第 43 段)

如果固定资产项目每个主要部件具有显著不用
的经济利益的消耗方式，则该主体应把该资产
的初始成本摊销到各个主要部件上，并在使用

2
3

在第 2 阶段和第 3 阶段的教学资料会详细探讨减值并会提供一整套单独的关于减值的教学资料。
中小企业 IFRS 不允许采用重估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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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期间单独计提折旧。其他资产应在使用寿
命期间作为单独的资产计提折旧。有些例外情
况是，比如矿场和垃圾场、土地具有无限的使
用寿命，因此不用计提折旧。(第 17.16 段)

使用寿命指：
(a)

主体使用资产的预期期间；或者

(b)

主体预期能从该资产使用中获取的产
量或类似计量单位的数量。

使用寿命是主体预期可以使用资产或者可以从
该资产获取产量或类似计量单位的期间。(术
语表)

(第 6段)
所使用的折旧方法应反映主体消耗所含未来经
济利益的方式。
(第 60 段)

所使用的折旧方法应反映主体消耗所含未来经
济利益的方式。 可能的折旧方法包括直线
法、余额递减法和基于使用情况的方法，比如
工作量法。 (第 17.22 段)

将资产的应折旧金额在其使用寿命内系统摊销
的方法很多。这些方法包括直线法、余额递减
法和工作量法。如果资产的残值未发生变化，
直线法会使资产使用寿命内各期负担的折旧费
相等。余额递减法会使资产使用寿命内各期负
担的折旧费逐期减少。工作量法基于资产的使
用程度或产量计提折旧。主体应选择最能反映
资产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的方
法。除非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发生变
化，所运用方法在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
(第 62 段)
某一期间的折旧费用通常应确认为损益。但有
时，主体为了生产的其他资产，资产内含的未
来经济利益被转化到这些生产的资产中。在这
种情况下，折旧费用构成其他资产的部分成
本，并被包括在其账面金额中。例如，制造车
间和设备的折旧进入了存货的加工成本中(见
IAS 2)。类似地，用于开发活动的固定资产的
折旧，可能包括在根据 IAS 38 《无形资产》
确认的某项无形资产的成本中。
(第 49 段)

各个期间的折旧金额应确认为损益，除非其他
IFRS 要求要把它确认为某项资产成本的一部
分。例如，制造车间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应
包括在存货的成本中。
(第 17.17 段)

减值
IAS 16
为确定固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主体应采用
IAS 36《资产减值》。该准则解释了主体应如
何审核资产的账面金额，如何确定资产的可收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在各个报告时点，主体应采用第 27 节 资产减
值以便确定固定资产项目或项目组是否发生减
值，以及如何确认和计量减值损失 。该节解

7 © IFRS Foundation.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as guidance only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i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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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金额以及何时确认减值损失或转回已确认的
减值损失。
(第 63 段)

释了主体应如何审核资产的账面金额，如何确
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以及何时确认减值损失或
转回已确认的减值损失。 (第 17.24 段)

终止确认
IAS 16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固定资产项目的金额应予
以终止确认： (a) 处于处置状态；或者(b)预期
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不能产生未来经济利益。
(第 67 段)

中小企业 IFRS Section 17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固定资产项目的金额应予
以终止确认： (a) 处于处置状态；或者(b)预期
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未来经济利益。
(第 17.27 段)

固定资产的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在
项目终止确认时确认为损益…. 利得不应归类
为收入。(第 68 段)

固定资产项目的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应在项目终止确认时确认为损益…. 利得不应
归类为收入。
(第 17.28 段)

其他
除上述之外，主体不应抵消资产和负债或者收入和费用，除非 IFRS 或者中小企业
IFRS 要求或允许这么做（见 IAS 1 第 32 段和中小企业 IFRS 第 2.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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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给学生的笔记（notes for students）
某些主体 （尤其是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固定资产在它们的财务状况表中通常是非
常重要的资产。4 同样地，折旧费用（类似固定资产服务潜力的消耗）在那些主体的全
面收益表中通常也是一个重要项目。因此，关于一个主体固定资产的相关的（例如能
够导致使用者做出不同决策的能力）和公允表述的信息（比如完整的、中立的和无偏
差的信息）对现有的和未来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做出有关该主体的决策是
很有用的。5 按照 IFRS 和中小企业 IFRS 的要求提供关于一个主体的固定资产的相关的
和公允表述的信息通常需要判断。
识别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指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
(a) 用于生产（比如生产汽车的生产线使用的机器）、提供商品（比如一个零售商的销
售点设备）或劳务（比如建筑师的工具）、出租（比如汽车出租行出租的车队）或
为了行政管理（比如主体管理团队使用的电脑）目的而持有的；并且
(b) 预计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
（IAS 16，第 6 段， 并加入例子来解释）。
可以从上面的定义看出， 固定资产并不一定需要直接参与生产的过程。例如，固
定资产可以用于管理或销售功能的业务。
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难识别固定资产项目。首先，我们应该确定这个项目是否是报
告主体的资产，然后确定这些资产是固定资产的一个项目。
注意：下面的例子相对比较直接，当学生到达第2阶段，例子会越来越复杂，就必须进
行判断了。

例 1： 制造设备
一个主体购买了窑炉，通过烘干过程把粘土变成砖头。砖头制造商预计窑炉在被
废弃前将可以有效使用大约10年。

第一个问题—窑炉是资产吗？
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事项控制的资源，并且该资源的未来经济效益预计能
够流入该主体 （概念框架第 4.4(a) 段）。
窑炉是制造商的资产—它是制造商购买（过去的事项）的一个实物资源（在本例
子中是钢材和混凝土建筑） ，并根据制造商的决定（控制）来生产砖头，卖出这
些砖头预计将导致现金流（未来经济利益）从制造商的客户转移到制造商身上。

4

对那些很少或没有接触机械密集型制造业学生，推荐到机械密集型工厂去参观或虚拟参观。

5

这些决定包括买入、卖出或持有股票和债务工具，并提供或偿还贷款和其他形式的信贷（ 概念框

架，第 OB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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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窑炉资产是固定资产吗？
砖头制造商的窑炉显然满足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定义—它有物理形式（它是有形
的），它是用来把粘土变成砖头的（持有用于生产），它预期将被使用大约 10
年（超过一个期间）。
结论
窑炉资产是砖头制造商的固定资产。

例 2：零售商店
砖头制造商购买了一个陈列室，其位置方便潜在的客户查看主体的砖头品种，在
那里顾客可以订购主体的砖头。制造商期望大约30年内可以从陈列室推销砖头出去。

第一个问题—陈列室是资产吗？
陈列室是制造商的资产—它是一个实物资源（砖、砂浆、木材和玻璃构成），由
制造商购买（过去的事件），根据制造商的决定（控制）作为主体砖头的陈列
室。从陈列室推销砖头预计将导致现金流（未来经济利益）从制造商的客户转移
到制造商身上。

第二个问题—陈列室资产是固定资产吗？
砖头制造商的陈列室显然满足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定义—它是由砖头、灰浆、木
材和玻璃（它是有形的）建成，用于把主体的砖头推销给潜在的客户（为了在商
品的供给中使用而持有），它将被使用大约 30 年（超过一个期间）。

结论
陈列室是砖头制造商的一项固定资产。

例 3：行政办公楼
砖头制造商购买了一栋建筑，以便管理主体的业务（总部办公大楼）。总部办公
大楼容纳了主体的会计、人力资源和其他行政人员。制造商希望该总公司总部办公大
楼可以使用大约50年。

第一个问题—总部办公楼是资产吗？
总部办公大楼是制造商的资产—它是一个实物资源（砖、砂浆、木材和玻璃构
成），由制造商购买（过去的事件），根据制造商的决定（控制）来容纳其会
计、人力资源和其他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经营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该大楼有望贡献（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现金流（未来经济利益），将其从制
造商的客户转移到制造商这里。换句话说，总部办公大楼住着那些经营管理者，
他们有间接贡献，通过出售的砖块，从制造商的客户那里收到现金。

第二个问题—总部办公大楼是固定资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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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头制造商的总部大楼显然满足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定义—它由砖头、灰浆、木
材和玻璃建造而成（它是有形的），它是用来容纳那些管理主体的操作（持有为
管理目的），它预计将可以使用大约 50 年（超过一个期间）。

结论
总部办公大楼是砖头制造商的固定资产。

例 4：机动车零售商的机动车
一个主体拥有大量的机动车辆。大部分车辆都是为了卖给公众而持有的，它们是
该主体的日常经营活动。其他车辆被主体雇用的销售人员所使用，使用期为 5 年，使
用目的是为了确定潜在的顾客和促进销售。

第一个问题—待售的机动车辆是资产吗？
待售的机动车辆是主体的资产—它们是主体购置的主体资源（过去的事件），目
的是根据主体的决定（控制）进行销售。该销售预计将导致现金（未来经济利
益）从主体的客户流向主体。

第二个问题—待售的机动车辆是固定资产吗？
待售的机动车辆不满足固定资产项目的定义—它们是有形资产，但持有它们是为
了在主体的汽车零售业务过程中出售（并不是用于生产或提供商品或服务、或管
理目的或租赁给他人）。此外，出售行为可能同时在主体购买期间内发生。

结论
待售的机动车辆不是该主体的固定资产。注：车辆是汽车零售商的存货。

第一个问题—主体销售人员使用的机动车辆是资产吗？
主体销售人员使用的机动车辆是主体的资产—它们是主体购置的主体资源（过去
的事件），目的是根据主体的决定（控制）来帮助寻找客户资源，该行为预计将
导致现金（未来经济利益）从主体的客户（源于销售）流向主体。
第二个问题—主体销售人员使用的机动车辆是固定资产吗？
主体销售人员使用的机动车辆显然满足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定义—机动车辆是有
形物品，主体的销售员使用它来寻找潜在的客户 （持有用于商品的供给），并且
它们预计将被使用五年（超过一个期间）。
结论
销售人员使用的机动车辆是汽车零售商的固定资产。
有关固定资产的有用信息

为了考虑固定资产的哪些信息，以及固定资产的哪些变化对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
和债权人是有用的，下面的问题可能会被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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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固定资产的经济原理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制造商购买工厂，为什么零
售商购买零售网点，为什么许多服务行业购买建筑物？这些主体如何从他们的固定资
产中生成净现金流入？
当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做出决策，考虑报告主体买入、
卖出或持有股票和债务工具，以及提供或偿还贷款和其他形式的信贷，你认为关于固
定资产的哪些信息会导致决策差异？例如，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一个主体的股票，该
主体持有重要的固定资产，你认为关于该固定资产的什么信息对评估该主体的未来净
现金流入最有用？
该信息能被如实地表述吗（即信息是否完整、中性和无偏差）？

讨论的问题
根据下述四个情形，回答问题：
(a) 你认为关于该主体的固定资产的什么信息是有用的？
(b) 为什么你认为该信息是有用的？

情形 1： 你在考虑是否购买一个机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股票。
情形2：你在考虑是否继续给一家开发计算机程序的企业提供贷款。该企业唯一的
重要固定资产是它正在使用的建筑物。

情形3：你在考虑是否向一家邮局出售信封（你制造的）时，提供赊销。该邮局唯
一的重要固定资产是它正在使用的建筑物。

情形4： 你在考虑是否出售一家奶牛养殖企业的股票，该股票你已经持有了超过
十年。该企业唯一的重要固定资产是它40年前购买的农田。这土地最近被快速发
展的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所包围。
固定资产的确认

确认原则——一项固定资产项目被确认为资产（换句话说，被包括在财务状况表
中），当：
(a) 与该项目相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主体；并且
(b) 该项目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 IAS 16 第 7 段）。
通常不是很难决定一个固定资产项目何时必须被确认。
当一个固定资产首先满足主体资产的定义（见上）时，第一个确认标准通常得到
满足，因为主体获得固定资产的终极目的通常是直接产生收入（例如，通过使用一个
机器来制造商品并出售），或通过使用它们间接产生收入（例如，主体的总部办公大
楼里的员工管理的业务能产生现金流入）。换句话说，管理一家企业通常不会购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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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除非使用它很可能导致未来经济效益流向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判断未来经济
利益的流动是否是“可能的”，可能需要重要的判断。
当一项固定资产首先满足主体资产的定义时，第二个确认标准——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通常也得到满足。在某些情况下，一项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可以准确计量
（例如，主体的管理员以现金 CU1,200 作为交换，获得一台现成的复印机）。
在其他情况下，必须估计成本。例如，一家砖头制造商建造的零售商店陈列着它
们自己生产的砖头，这个零售店的成本就可能包括多种估计。自制砖头的成本也包括
众多的估计，例如，包括窑炉的折旧在内的固定生产间接费用的摊销。借款费用，按
照IAS 23《借款费用》，也需要估计。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使用合理的估计是
编制财务报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破坏他们的可靠性（见 概念框架 第4.41
段）。因此，这些估计并不妨碍我们把一个项目确认为资产。
固定资产的计量

固定资产项目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通常不难衡量一个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
如果砖头制造商用CU1,200现金以货到付款的形式向窑炉供应商购买现成的窑炉窑，那
么窑炉的成本就是支付的现金。
下述分类分录记录了窑炉的交货付款：
借：资产—固定资产：窑炉
贷：资产—现金

CU1,200
CU1,200

初次确认以现金购买的窑炉的成本。
如果窑炉以“正常”信用条件购买，6 下述分类分录记录了窑炉的交货付款。
借：资产—固定资产：窑炉
贷：负债—应付账款

CU1,200
CU1,200

初次确认以信用条件购买的窑炉的成本。
然而，如果砖头制造商构建了一个定制的（有时称为根据客户定制）窑炉，让员
工使用，那么它的成本会更加难以确定。为了让成本得到如实地表达，一定要确定什
么代表定制的窑炉的成本；它包括所有直接归属于窑炉的成本，该成本是使窑炉根据
管理层的意愿处于现有的位置和状态所必须的，例如，建造中直接使用的材料、劳动
力、场地准备、安装、组装和功能测试。确定自己建造的项目的一些部件的成本需要
重要的估计和其他判断 （见此笔记中的固定资产确认部分）。
由于固定资产项目只有在能够得到可靠计量的前提下才予以确认，所以初始计量
6

窑炉以在未来某一日期应付账款的信贷条件获得（超出正常信贷条件），窑炉的成本是在获取日期支
付的现金价格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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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应该是随时可决定的（否则该资产不符合确认条件）。
一项固定资产（除大部分土地外）具有一个预计将在经济上可用的有限的时期，
或者预计的有限的生产单位。因此，在被主体消耗时，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应确认为
一项费用（或作为另一项资产的成本，例如，以在产品或产成品形式存在的存货）。
例如，如果一个主体为一台机器支付 CU1,000，该机器在被废弃前7预计生产 100 台产
品，每个单位的产生的存货（一项单独的资产）应摊销 CU10 的折旧（即 CU1,000 的
百分之一）。换句话说，使用机器生产出第一个产品使得机器的未来服务潜力从 100
单位减少至 99 单位。因此，机器在生产中“消耗”的 CU1,000 的百分之一的成本 （即
CU10）应从机器的账面价值中扣除，计入产出产品的成本中（即存货资产）。这个
CU10 的折旧代表机器的服务潜力从 100 单位减少至 99 单位。
下述分类分录记录了机器在制造存货的过程中成本的“消耗”。
借：资产—存货
贷：资产—机器：累计折旧

CU10
CU10

记录机器在生产存货的过程中服务潜力的消耗。
另外，如果主体希望通过出售机器（而不是通过出售机器生产的产品）来恢复机
器的部分账面价值，例如，在机器生产了80单位后出售它（而不是用它来生产100单
位，然后报废它），然后通过出售机器而恢复的金额应该从应折旧金额中扣除，因为
它不是在制造产品中消耗掉。因此，应计提折旧的机器金额随着机器的使用而减少。
换句话说，假设主体打算在固定资产不再预计被使用的时候出售它。在这种情况下，
这台机器的一部分成本预计将通过出售机器而得到恢复。初始成本和残值之间的差额
将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消耗，应该被确认为折旧，因为经济利益被消耗了（如上所
述）。预计将通过出售机器而得到恢复的这部分成本被称为残值8。资产的成本减去它
的残值就是应折旧金额（该成本的金额预计将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消耗，因此应随着机
器的使用而计提折旧）。在这个例子中，机器中有CU120的成本预计将通过出售机器
而得到恢复。因此，CU11的折旧（CU880（应计折旧额—CU1,000的成本减去CU120
的残值) 的八十分之一)被摊销给每个单位的存货（它本身是一个单独的资产），剩余
的账面价值在机器出售的时候注销。机器的有效寿命是80单位—主体预计从该资产中
获得的产品数量 （或者，在其他情况下，该资产预计可以被主体使用的期间）。

重估价模型
到此为止，已经描述了固定资产在初始确认后的成本模型。
然而，我们可以使用重估模型来可靠地计量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这是一个会计
政策选择—见 IAS 16 第 31 段)。公允价值是一个基于现行情况的计量方法——是指市
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
7

备注：估计机器的总产量是管理层做出的判断。
备注：对固定资产项目残值的估计将在后面估计和判断标题下进行探讨。本资料的第 2 阶段会进行更
广泛的探讨。
14 © IFRS Foundation.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as guidance only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i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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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价格（IAS 16 第 6 段）。当使用重估价模型的时候，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它在重
估价当日的公允价值减去所有累计折旧和累计减值损失。重估价必须有规律地进行，
以便保证重估价项目的账面价值不会与会计期末的公允价值有太大的差异。重估价模
型的使用向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和贷款人提供了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的信息。概
念框架第 OB19 段认为这些信息“对决定主体未来声称净现金流入的能力是有用的”。
固定资产的终止确认

正如前面的备注所讨论的，一个项目必须同时满足资产的定义和固定资产的确认
条件，才能进行确认（包括在主体的财务状况表中）。资产的终止确认是把资产从主
体的财务状况中移除。一般来说，终止确认发生在资产出售的时候。
如果机器以 CU130 的价格出售，其账面价值是 CU120，主体终止确认 CU120 的
账面价值 （资产）并确认现金增加了 CU130（资产），在综合收益中收入增加 CU10
（被称为固定资产出售利得）。以净额（CU10，即 CU130 减 CU120）而不是总金额
（CU130）来确认收入是在 IFRS 通用原则的一个例外，IFRS 不允许抵消（见 IAS 1 第
32 段） 9。

例 5：运输工具的销售
20X1 年 12 月 31 日，主体处置一项账面价值为 CU40,000 的运输工具，获得
CU100,000 现金。

终止确认该运输工具的分录是什么？
借：资产—现金
贷：资产—固定资产：机动车辆
贷：收入—损益：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CU100,000
CU40,000
CU60,000

终止确认以现金销售的车辆。
例 6：报废机器
20X1 年 12 月 31 日，主体报废了一个账面价值为 CU40,000 的机器。该机器不再
产生现金流量。

终止确认该机器的分录是什么？
9

IAS 16 结论基础的第 BC35 段提及了以下内容：
虽然理事会的结论认为 ，主体应将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原则运用于固定资产项目处置利得的确认，
但是，理事会也认为，各个处置方法在收益表上的列报是不同的。理事会得出结论认为，财务报表
使用者在评价主体过去的经营成果、预测未来现金流量时，将会认为固定资产项目的处置利得与主
体从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商品销售利得和收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与固定资产项目的处置利得
相比，商品销售收入更可能会以可比的金额重复发生。相应地，理事会得出结论认为，主体不应将
固定资产项目的处置利得划分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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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费用—损益：减值损失
贷：资产—固定资产：机器

CU40,000
CU40,00010

终止确认报废的机器。
例 7：征用土地
20X1 年 12 月 31 日，A 国政府征用了一个账面价值为 CU40,000 的土地，没有给
补偿金，主体原本用这个土地作为奶牛牧场。

终止确认该征用土地的分录是什么？
借：费用—损益：固定资产征用损失
贷：资产—固定资产：土地

CU40,000
CU40,000

终止确认征用的土地。
估计和判断

在很大程度上，财务报告是基于估计、判断和模型，而不是精确的描述现实（概
念框架 OB11）。提供关于一个主体的固定资产的相关的信息需要估计和判断。例如，
计量固定资产项目的成本（尤其是如果它是我们自己建造的）需要许多估计。随后的
折旧摊销涉及进一步的判断和估计，包括：
(a)把资产的成本摊销到特定的主要部件；
(b)确定最合适的折旧方法；
(c)估计使用寿命；和
(d)估计残值。
只有当固定资产项目的主要部件具有明显不同的经济利益消费模式或不同的使用
寿命，或者两者兼有，主体才将初始成本摊销到主要部件，并在使用寿命内分别对不
同部件计提折旧。例如，当机身和发动机具有不同的使用寿命的时候，应该单独对机
身和发动机计提折旧（机身的预计使用年限为20年而发动机的预计使用寿命为5000飞
行小时）——因为对飞机作为一个整体计提折旧要使用近似技术（如把这个项目作为
一个整体加权平均使用寿命），得到的折旧并不能如实表述这些不同部分的服务潜力
的消耗。当固定资产的账面金额被分为单独的部件，只为了计算折旧，每个部件都被
视为一个如上所述的单独的资产。这意味着这些部件的账面金额在组件报废或出售时
被“注销”（确认为费用），任何被替换的部件的成本被视为一个单独的部件项目。
一个主体必须使用能反映预计消费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模式的折旧方法。可能
的折旧方法包括直线法、余额递减方法和一种基于使用情况的方法，比如工作量法
（该方法如上所述）。
10

备注：如例 4的脚注所示，如果累计折旧有一个单独的分类账账户，那么这个金额就在两个分录中体
现—一个是贷：资产固定资产机器的成本，另一个是借：资产固定资产机器的累计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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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指的是主体预计使用资产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短于（但不超
过）资产的总经济寿命—资产预计将在经济上被一个或多个用户使用。例如，如果一
个主体预计使用复印机两年（购买之日起开始计量），但复印机可以被一个或更多的
用户使用五年，那么复印机的使用寿命是两年，其经济寿命是五年。当资产的使用寿
命短于其经济寿命时，它可能有一个实质性的残值，因为资产的部分账面价值可能
（而且通常会）通过出售资产给另一个主体而得到补偿（而不是通过主体本身的使
用)。
固定资产项目的残值按以下方式计算：如果该固定资产在今天，其使用寿命就完
结，它现在的状态就是其状态使用寿命完结时的状态，主体销售该固定资产将收到什
么（净处置成本）？如果该固定资产项目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那么就要使用判断来
估计一个固定资产的残值。

例 8：固定资产的折旧
20X1年1月1日，主体买入一台机器，初始确认成本是 CU1,100。在初始确认时，
该机器估计使用寿命为5年，残值CU100—该估计在每个后续报告日期得到证实（主体
的报告日期是12月31日）。在20X1年12月31日，机器按照IFRS 13 《公允价值计量》
确认的公允价值是CU1,300。记录20X2年12月31日机器的折旧的分录是，假设主体计
量固定资产使用：
(a) 初始确认后的成本模型
借：费用—损益：固定资产折旧
贷：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
记录 20X2 年的折旧。

CU20011
CU200

(b) 初始确认后的重估价模型
借：费用—损益：固定资产折旧
CU30012
贷：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
CU300
记录 20X2 年的折旧。
在某些不适用IFRS的司法管辖区，固定资产的特定项目有强制性的折旧率。根据
上面的信息，假设资产的全部成本必须按照当地公认会计原则，在24个月内均匀地计
提折旧，那么计提折旧分录如下：

11

CU200 的折旧计算如下（CU1,100 减去 CU100) ÷ 5 年 × 1 年 = CU200 ， CU1,100 是资产成本，
CU100 估计的残值， 5 年是估计的使用寿命，1 年是资产在 20X2‘用掉的’ 服务潜力。

12

CU300 的折旧计算为（CU1,300 减去 CU100） ÷ 4 年 × 1 年= CU300 ， CU1,300 是资产的重估价金
额，CU100 是资产的残值，4 年是资产重估价后估计的使用寿命， 1 年是资产在 20X2‘用掉的’ 服务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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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费用—损益：固定资产折旧
CU55013
贷：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
CU550
记录 20X2 年的折旧。
问题—是 IFRS 还是当地公认会计原则更满足概念框架提出的财务报告目标？

讨论问题：重要性
一家大型的，高利润的跨国上市公司，其财务报表列报的数据是百万级别的，其
将成本少于CU100的固定资产项目确认为费用。
这个政策是否违反IFRS？

13

CU550 的折旧计算为 CU1,100 ÷ 24 个月 × 12 个月 = CU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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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辅导（tutorial）
一个主体拥有并经营着一个在大陆和岛屿之间运送乘客、机动车辆和货物的渡
船。渡船服务是该主体的主营业务。
20X1年1月1日，主体花了CU1,000,000现金购买了一个新渡船。渡船包含两个主要
部件—主要结构（已分摊成本CU800,000）和发动机（分摊成本CU200,000）。
主体的管理层预计，渡船在使用20年后将报废。然而，管理层希望在10年后更换
渡船的发动机。报废旧的发动机（10年后）和轮船，以及替代的发动机（20年后），
预计不会产生收益。渡船的客运量在其20年的经济生命中是稳定的。
20X4年12月31日，一场暴风雨严重损害了发动机。因此，该主体报废了发动机。
20X5年1月1日，主体以CU300,000的成本替换了发动机。新发动机预计将在渡船估计
的剩余使用寿命为渡船发动，之后渡船和发动机将被报废。
20X5 年 12 月 31 日，主体收到他方的主动报价，于是以 CU910,000 转让了渡船。
A 部分：
潜在的投资者认为关于该主体渡船的哪些信息是有用的？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信息是有
用的？
B 部分：
渡船是主体的资产吗？
C 部分：
描述渡船是如何满足固定资产的定义的？
D 部分：
使用使用成本模式，编制从 20X1 年 1 月 1 日到 20X5 年 12 月 31 日有关渡船的会计分
录。
E 部分：
列出一些管理层将会在渡船的账务处理中做出的估计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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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固定资产辅导问题中的参考答案
A 部分：
潜在的投资者发现该主体渡船的哪些信息是有用的？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信息是有用
的？
一个潜在的投资者必须决定是否购买拥有并经营着渡船的主体的股票。为了告知
这个决定，潜在的投资者评估投资于拥有并经营着渡船的主体的潜在回报率。那些潜
在的回报取决于主体的未来净现金流入。因此，潜在的投资者评估未来净现金流入到
主体的数量、时间和不确定性（或希望）。
为了做出评估，潜在的投资者需要了解有关主体资源的信息（在本案例中，渡船
和主体的其他资产），对主体的要求权，以及主体如何高效且有效地管理，董事会如
何运用他们使用主体资源的责任（概念框架第OB4段）。
如实披露（即完整、中立和无偏差的信息）有关渡船资产的相关信息（即信息能
够导致不同的投资决策）将对潜在的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于（购买股票）拥有并经营
着渡船的主体是很有用的。
主体通过使用它的轮船（资产）在大陆和岛屿之间运输乘客、车辆和货物来生成
收入（最终现金流入）。因此，渡船可能是主体的最重要的资产，折旧费用（类似于
渡船账面价值的消耗）可能是很重要的。经营渡船的总收益（收入）和经营成本（例
如，燃料）也可能是有用的。
在购买时，渡船的成本可能会提供渡船产生现金的潜力的相关信息。随着时间的
流逝，尤其是对长期资产，如渡船，其现值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不同于成本，
潜在的投资者可能会越来越感兴趣于轮船的现值（而非其历史成本），例如，公允价
值（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且公平地交换资产的金额）（见 IAS 16第 6 段）。
因为渡船具有有限的生命（主要结构 20 年，发动机 10 年），主体预计在这段时
间从资产获取利益，费用要随着时间而确认，反映渡船在运输乘客、车辆和货物时服
务潜力的消耗模式。因此，潜在的投资者希望得到渡船的服务潜力在报告期间的消耗
程度，以及在未来的消耗程度。
依照IFRS和中小企业IFRS提供主体渡船的相关和如实表述的信息经常需要判断（参
见下面D部分的答案）。

注意：通用目标的财务报告提供信息来帮助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
权人评估报告主体的价值（见概念框架第OB7段）。然而，通用目标的财务报告并不
20 © IFRS Foundation.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as guidance only an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i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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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能提供所有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需要或想要的信息。
那些使用者需要考虑从其他来源获取的相关信息，例如，一般经济条件和预期，政治
事件和政治气候，行业和公司前景（概念框架第OB6段）。因此，在评估主体的未来
净现金流入的潜力时，潜在的投资者可能也会对财务报表中不提供的非财务信息感兴
趣。例如，在本教程中，潜在的投资者会发现以下兴趣点：在岛屿和大陆人口的变
化，他们旅行习惯的改变（例如，从飞机改成海运，或反之亦然）和其他发展（例
如，大陆和岛屿之间可能发展的桥梁或隧道）。
B 部分：
渡船是主体的资产吗？
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事项而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能够带来主体未来经
济利益的流入（概念框架 第 4.4(a) 段）。
渡船是主体的资产。它是主体由于过去的事件（采购渡船）控制的资源（证据是
无争议的法律所有权以及主体管理层可以控制如何使用该渡船），该资源预期能够带
来主体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现金在大陆和岛湾之间运送客户、车辆和货物时进行收
取）。
C 部分：
描述渡船是如何满足固定资产的定义的
主体的渡船资产（见上面的B部分答案）满足如下固定资产定义：


它是有形的—它是由钢铁和木材有形建成；



它的持有是为了提供服务（即在大陆和岛屿之间运输乘客、车辆和货物）；并且



它预计可以使用超过一个期间（20X1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 20 年）。

D 部分：
使用成本模式编制有关渡船从 20X1 年 1 月 1 日到 20X5 年 12 月 31 日的会计分录。
20X1 年 1 月 1 日
借： 资产：固定资产—成本
贷：资产：现金

CU1,000,000
CU1,000,000

记录渡船的取得。
20X1
借： 费用：损益—折旧
CU60,000(a)
贷：资产：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值
记录渡船摊销给截止于 20X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年度的折旧费用。

CU60,000

20X2
重复上述分录，确认 CU60,000 的折旧费用摊销给截止于 20X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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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3
重复上述分录，确认 CU60,000 的折旧费用摊销给截止于 20X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年
度。
20X4
重复上述分录，确认 CU60,000 的折旧费用摊销给截止于 20X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年
度。
20X4 年 12 月 31 日
借： 费用：损益—减值损失
CU120,000(d)
借： 资产：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值
CU80,000(e)
贷：资产：固定资产—成本
记录渡船发动机的报废和 20X4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减值损失。

CU200,000

20X5 年 1 月 1 日
借： 资产：固定资产—成本
贷：资产：现金

CU300,000
CU300,000

记录渡船新发动机的取得。
20X5
借： 费用：损益—折旧
CU58,750(f)
贷：资产：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值
记录渡船摊销给截止于 20X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年度的折旧费用。

CU58,750

20X5 年 12 月 31 日
借： 资产：现金
借： 资产：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减值
贷：资产：固定资产—成本
贷：收益：损益—固定资产出售利得
20X5 年 12 月 31 日记录渡船的出售。

CU910,000
CU218,750 (h)
CU1,100,000(i)
CU28,750(j)

计算：
(b)

(c)

(a)

CU40,000

(b)

CU800,000 主要结构的成本÷ 20 年使用寿命 = CU40,000 每年的折旧。

(c)

CU200,000 发动机的成本 ÷ 10 年使用寿命 = CU20,000 每年的折旧。

(d)

CU200,000 发动机的成本减去 CU80,000(e) 20X4 年 12 月 31 日发动机在减值前的累计折旧 = CU120,000 20X4 年
12 月 31 日报废发动机前的账面价值。

(e)

CU20,000

(f)

CU40,000
(g)

主要结构的折旧 + CU20,000

发动机的折旧 = CU60,000

(c)

每年的折旧× 4 年 (20X1–20X4) = CU80,000 20X4 年 12 月 31 日发动机的累计折旧（减值前）。

(b)

主要结构的折旧+ CU18,750

(g)

新发动机的折旧= CU58,750

CU300,000 新发动机的成本÷ 16 年剩余使用寿命= CU18,750 每年的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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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j)

CU200,000 主要结构的累计折旧+ CU18,750 新发动机的累计折旧= CU218,750.
CU800,000 主要结构的成本+ CU300,000 新发动机的成本= CU1,100,000.
CU910,000 销售收入 – CU881,250 主要结构和发动机的账面价值 = CU28,750。

E 部分：
列出一些管理层将会在渡船的账务处理中做出的估计和判断。
管理层会使用判断于：
1. 在发动机和主要结构之间分摊成本 CU1,000,000 。
2. 确定最合适的折旧方法。注意：直线法很可能是最适当的折旧方法，因为其客运量
（反映其服务潜力）在每个期间是相同，但这本身是一个判断。
3. 估计各个部件的使用寿命—原来的发动机，主要结构和新发动机。
因为主体打算在整个使用寿命内使用渡船（没有相反的证据），直到最后渡船预
计将是毫无价值的，它的残值是零。因此，关于残值并不存在重大的判断。
如果主体使用重估模型，管理层会定期重新计量渡船的公允价值。如果不存在一
个活跃的市场，计量公允价值就需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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