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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工薪酬准则的沿革与我国修订准则的背景

为规范养老金会计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于 1983年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 19号（IAS 19）
“雇主财务报表中退休福利的会计”，又于 1993年批准了

新的 IAS 19，并更名为《退休金费用》。1995年，IASC发布

了《退休福利和其他雇员福利成本问题白皮书》，列举了

需考虑的 20个基本问题和 99个分问题。1998年，IASC发

布了经过修订的 IAS 19《雇员福利》，将雇员福利的会计

处理统一于其中。

2000年，IASC再次对 IAS 19进行修订，将计划资产

的定义扩展到包括某些满足于其他计划资产相同条件的

保险单，并介绍了补偿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要求。

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改组后，继续采

用并修订 IAS 19。至2004年12月，IASB先后三次对 IAS l9
加以修订，修订后的 IAS 19允许在精算利得和损失发生

的期间，在权益变动表中对它们进行全额确认。2006年 7
月，IASB将“离职后雇员福利”项目列入改进计划。2008
年，针对“离职后福利承诺”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中存在的

主要缺陷发布了《IAS 19“雇员福利”改进的初始观点（讨

论稿）》，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2010年 4月，IASB对

讨论稿中与设定受益计划相关的问题进一步提炼并发布

了征求意见稿。

2011 年 6月，IASB 终于宣布完成修订工作，发布了

IAS 19的最新修订稿。该修订稿取消了“区间法”，要求全

额确认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简化了设定受益计划的列报模式。

我国关于职工薪酬会计处理的规范主要体现在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CAS 9）
中，该准则在其实施的 5年中，对于规范企业职工薪酬的

会计核算，加强企业职工薪酬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保护

企业职工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规范职工薪酬

的会计处理规定，并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财政部于2012年9月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修订）（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本文通过对我国征求意见稿与现行CAS 9以及 IAS 19
最新修订版的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并对完善我

国职工薪酬准则提出一些建议。

二、征求意见稿与现行CAS 9的比较

征求意见稿共 8章 31条，CAS 9共 3章 8条。总体而

言，征求意见稿与现行CAS 9相比有以下改进：①充实了

关于短期薪酬会计处理规范，将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

失业保险调整至离职后福利中；②引入了离职后福利的

内容，新增了关于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规范；③充实

了关于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规定；④引入其他长期职工

福利，完整地规范了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1. 总则。征求意见稿“总则”包括准则制定目标、职工

薪酬的概念及分类、职工的概念及范畴、准则适用范围。

现行准则“总则”包括准则制定目标、职工薪酬的概念及

内容、准则适用范围。与现行CAS 9相比，征求意见稿主

要有以下变化：①扩大了职工薪酬的范畴，并加以重新分

类，同时单独提出了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概念。②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自短期薪酬调整至离职后福利，并将现行准则讲解中的

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纳入短期薪酬；增加了离职后福

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进一步界定辞退福利的概念。

③将现行准则应用指南中的职工概念及范畴正式引入征

求意见稿。

2. 各类职工薪酬的确认和计量。现行CAS 9关于“确

认和计量”的规范笼统地概括在第二章，包括应由生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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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提供劳务负担的职工薪酬的计量；应由在建工程、无

形资产负担的职工薪酬的确认和计量；其他职工薪酬的

确认和计量。第二章还涉及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

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确认和计量，以及辞退福利

的确认和计量。征求意见稿则分“短期薪酬”、“离职后福

利”、“辞退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四章进行阐述。

征求意见稿与CAS 9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现行CAS 9职工薪酬的确认和计量过于简单，征求意

见稿针对不同类型的薪酬方式的确认和计量进行了规范

和补充。②征求意见稿“短期薪酬”中规定非货币性福利

统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解决了CAS 9中非货币性福利

计量不一致的问题，并提高了CAS 9的可操作性。③征求

意见稿增加了带薪缺勤和利润分享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④征求意见稿“离职后福利”主要阐述设定提存计划和设

定受益计划的概念、确认和计量原则。⑤征求意见稿规定

辞退福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间期末后十二个月

内不能完全支付的应当适用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有关规

定，这有别于CAS 9全部计入当期损益的规定。⑥征求意

见稿增加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和计量方法。

3. 列报与披露。CAS 9 将第三章的标题命名为“披

露”，披露内容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及补贴，非货币性福

利及其他职工薪酬等。征求意见稿“列报和披露”要求涉

及短期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设定受益计划、辞退福

利及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相关信息。征求意见稿针对不

同类型的薪酬方式的列报和披露进行了规范，披露的信

息更为详尽。

4. 衔接办法和附则。“衔接办法”和“附则”是征求意

见稿的新增章节。“衔接办法”规定对于本准则施行日之

前存在的离职后福利计划、辞退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

利，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准则另行规定的除外。“附

则”对具体生效日期未作规定。

三、征求意见稿与 IAS 19的比较

IASB于 2011年 6 月发布的 IAS 19 修订稿主要由目

标、范围、定义、短期雇员福利、长期雇员福利、辞退福利、

过渡及生效日期等组成。总体而言，IAS 19的内容比我国

征求意见稿更为详尽具体。

1. 总则。我国征求意见稿“总则”包含的内容，前已述

及。IAS 19没有所谓的“总则”，涵盖类似内容的是第一至

第三部分，即“准则制定目标”、“准则适用范围”、“定义”。

IAS 19对目标的描述较详细，我国征求意见稿仅用“为了

规范职工薪酬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一言以蔽

之。而 IAS 19则指出准则制定目标为“阐述雇员福利的会

计处理和披露。另外，IAS 19开辟了专门章节介绍关键名

词的定义，如雇员福利、短期雇员福利、长期雇员福利、辞

退福利、长期雇员福利计划、设定提存计划、设定受益计

划等名词的定义；而我国征求意见稿的名词定义散见于

各个章节。

关于雇员福利的分类，我国征求意见稿分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四类；IAS 19
简化了不同雇员福利的分类，将被界定为“离职后福利”

和“其他长期雇员福利”的雇员福利纳入统一的“长期雇

员福利”计划，故划分为“短期雇员福利”、“长期雇员福

利”、“辞退福利”三类。

2. 短期薪酬。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应当在职工

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

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

资产成本的除外。同时，征求意见稿还规范了职工福利

费、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IAS 19相关内容在第四部分“短期雇员福利”介绍。

短期雇员福利的范畴包括：①工资、薪金及社会保险投

入；②短期带薪缺勤;③雇员提供相关服务的报告期期末

以后12个月内应付的利润分享及红利；④非货币性福利。

当雇员在一个会计期间内为主体提供服务，主体应当确

认为换取服务而预期支付的该短期雇员福利的未折现金

额。虽然本准则对于短期雇员福利无特定披露规定，但其

他准则可能有披露规定。如 IAS 24规定披露主要管理层

的雇员福利，IAS 1规定披露雇员福利费用。

本文对比发现：①两者标题不同，我国征求意见稿采

用“短期薪酬”一词，未照搬 IAS 19中的“短期雇员福利”。

②IAS 19“短期雇员福利”部分比我国征求意见稿“短期薪

酬”多了短期雇员福利的范畴、披露等内容；我国征求意

见稿关于短期薪酬的范畴放在第一章讲解，披露放在第

六章。但总体而言，两者确认和计量原则基本一致。

3. 离职后福利。我国征求意见稿将离职后福利分为

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征求意见稿本章详细介

绍了“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规

范。IAS 19相关内容更为详细，在第五至第七部分“长期

雇员福利：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的区别”、“长期

雇员福利：设定提存计划”及“长期雇员福利：设定受益计

划”得到充分阐述。

IAS 19在第五部分指出长期雇员福利计划划分为设

定提存计划或设定受益计划，取决于其主要条款及条件

所产生的经济实质。在设定提存计划下，主体的法定或推

定义务仅限于向基金承诺提存的金额。雇员收到的长期

雇员福利金额取决于主体（或雇员本人）向长期雇员福利

计划或保险公司支付的提存金，以及该提存的投资回报。

雇员将承担精算风险（福利将少于预期）和投资风险（投

资资产将无法承担预期福利）。在设定受益计划下，主体

的义务是向在职和以前雇员提供承诺的福利；精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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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成本将高于预期）和投资风险实质上由主体承担，

如果精算和投资经验比预期差，主体的义务可能增加。

IAS 19另辟一章详细阐述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的区别，而我国征求意见稿未涉及两者的区别。

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

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

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资

产成本的除外。按照设定提存计划，企业在职工提供服务

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十二个月之后支付的应缴存金额，

企业应当以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付职工薪酬，所采用的

折现率应当与设定受益义务期限相匹配国债或高质量公

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这些规定与 IAS 19基本一致，

但是 IAS19规定的折现率的选择有先后之分，而我国征求

意见稿没有。

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应当采用预期累计福利单

位法和适当的精算假设（无偏且相互一致），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根据设定受益计划确定的公式将

产生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并计入当

期损益，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

企业还应当对所有设定受益义务予以折现，包括预期在

职工提供服务的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的十二个内支付的

义务。另外，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企业应当将所形

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存在盈余的，企业应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

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该净资产。

在报告期末，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计划导致的职工

薪酬成本确认为下列组成部分：服务成本、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及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

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除非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

许职工福利成本计入资产成本，前两项计入当期损益；第

三项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允许转

回至损益，但企业可以在权益范围内转移这些在其他综

合收益中确认的金额。

设定受益计划首次在我国征求意见稿中占有一席之

地，其基本理念和思路充分借鉴了 IAS 19，但两者之间存

在的差异还是不容忽视的：①我国征求意见稿关于精算

假设的描述不及 IAS 19详细。IAS 19对精算假设“无偏”、

“相容”作出了描述——“无偏”指既不草率也不过度保

守，“相容”指能反映如通货膨胀、薪金增长率、计划资产

报酬与折现率等因素间的经济关系。此外，IAS 19也对做

出精算假设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说明。而我国征求意见

稿关于精算假设就“应当是无偏且相互一致”一句说明，

关于如何做到“无偏且相互一致”也无任何指引。②我国

征求意见稿将 IAS 19中“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重

计量”译成“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

的变动”，包括精算利得和损失、计划资产回报、资产上限

影响的变动。而 IAS19将设定受益负债（资产）净额的重计

量分为精算利得和损失、计划资产的回报、非常规结算产

生的利得和损失，以及对设定受益资产净额确认的限制

的变更。

总之，我国征求意见稿对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

计划的阐述相对 IAS 19较为简单，但两者含义大体相同。

4. 辞退福利。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向职工提供

辞退福利的，应当在以下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

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

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企业

确认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IAS 19
规定，当且仅当在正常退休日前终止雇佣某一员工，或为

鼓励员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供福利时，确认辞退福利为

一项负债，同时确认一项费用。同时规定当且仅当有详细

的正式辞退计划且该计划没有撤销的实际可能性时，主

体才明确承诺一项辞退。可见两者关于“确认时点”的规

定有所不同，我国征求意见稿也没有涉及 IAS 19中“明确

承诺辞退的条件”。

关于辞退福利的计量，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应

当合理预计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辞退

福利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间期末后十二个月内完

全支付的，应当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不能完全支付

的，应当适用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与

IAS 19如出一辙，但是 IAS 19还强调了我国征求意见稿

未涉及的一点，“在提议鼓励自愿裁减的情况下，辞退福

利的计量应当以预计接受提议的雇员数量为基础”。

我国征求意见稿关于辞退福利的阐述也不及 IAS 19
详尽。IAS 19还规定了“披露”要求，如披露因接受辞退福

利提议的雇员人数不确定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某些重大

费用的性质和金额、主要管理层的辞退福利信息等。我国

征求意见稿对辞退福利的披露放在第六章，仅“企业应当

披露支付的因解除劳动关系所提供辞退福利，及其期末

应付未付金额”一句简单笼统的说明。

5.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我国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向

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如果不符合设定提存计

划条件的，应当适用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确认和计

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此外，征求意见稿

还阐述了有关长期残疾福利水平的会计处理规范。我国

征求意见稿另辟一章单独阐述其他长期职工福利；IAS 19
将“其他长期雇员福利”纳入统一的“长期雇员福利”。

6. 列报与披露。我国征求意见稿指出企业应当在附

注中披露与短期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设定受益计

划、辞退福利及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有关的信息。其中关于

“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的披露要求比 IA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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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披露设定提存计划的性质、计算缴费金额的公

式或依据、当期缴费金额以及期末应付未付金额；设定受

益计划披露的内容除 IAS 19中规定的以外，还包括设定

受益义务现值所依赖的重大精算假设以及描述有关敏感

性分析的结果。我国征求意见稿另辟一章单独阐述“列报

与披露”要求，IAS 19对列报及披露的规定散见各章之

中。

四、完善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我国职工薪酬准则的修订充分借鉴了有关国际准则

的最新发展成果，与 IAS 19在总体要求方面已保持了基

本一致，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但由于我国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我国征求意见稿与 IAS
19在结构、内容与编排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从进一

步提高我国准则的质量和国际认可度出发，本文提出以

下改善建议。

1. 在准则体系结构方面。我国征求意见稿对职工薪

酬的分类沿用的是 IAS 19的 2008年修订版，将其划分为

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而2011年6月颁布的 IAS 19最新修订版简化了不同雇员

福利的分类，分为短期雇员福利、长期雇员福利、辞退福

利三类，并规定所有长期设定受益计划将以相同方式确

认和计量并按照相同的规定进行披露。从分类的完整性

分析，如果以期限为分类标准，则职工薪酬分类的结果应

是短期与长期之分。

此外，我国征求意见稿也在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中规

定“不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应当适用本准则关于设

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确认和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的净负债或净资产”，此做法与 IAS 19类似，如此一来似

乎应当与国际接轨，也将“离职后福利”与“其他长期职工

福利”合并。但实务中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职工薪酬中所

占比例较小，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

各方面影响也较小，而设定受益计划的处理非常复杂，准

则要求参照其执行，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不仅将给企业

会计核算带来较大困难，还将加大企业的管理成本。

因此，是否依照 IAS 19最新修订版将职工薪酬重新

归类，准则制定部门应该在深入研究国际通行做法以及

考虑我国国情的情况下，作出更全面和更长远的通盘考

虑。

2. 在内容和编排方面。我国征求意见稿尚存在待完

善之处。在内容方面，IAS 19更加细致和完善，对设定提

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的区分、精算假设无偏且相容的

判断标准及影响因素、辞退福利确认的条件等均作了详

细阐述，而在我国征求意见稿中这部分内容却未涉及，尤

其关于精算假设这一新概念，只提到应当是“无偏且相互

一致”，而关于如何做到“无偏且相互一致”却只字未提，

这将导致实务中精算假设严重依赖工作人员的职业判

断，在不同企业之间缺乏可比性。在准则编排方面，IAS 19
另辟一章对一些关键名词进行专门定义，而我国征求意

见稿中关键名词的定义散见于准则各章之中。

此外，IAS 19短期雇员福利、长期雇员福利、辞退福

利等均在各章之中大体按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的顺序

进行阐述，条理清晰，逻辑性严密。而我国征求意见稿中

第二章至五章关于短期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

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内容均只涉及确认和计量，对列

报和披露的规定则在第六章单独介绍，这样使准则的编

排显得混乱。本文认为，我国征求意见稿可以采用 IAS19
的逻辑顺序，使准则更易于读者理解。

3. 在关键名词翻译的改进和统一方面。准则制定部

门应在借鉴国际准则名词定义及其真实含义的基础上，

精心翻译，统一称谓。现对以下几个名词的翻译提出看

法：

（1）“Employee Benefits”在 IAS 19中的释义为“雇员

福利”，我国征求意见稿并未照搬 IAS 19，而是以“职工”

代替“雇员”、“薪酬”代替“福利”，翻译为“职工薪酬”。但

是在准则正文中，并非所有的“benefits”均译成“薪酬”，比

如“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及“其他长期雇员福利”用

的都是“福利”，我国征求意见稿存在着“薪酬”和“福利”

的混用。本文建议将“benefits”统一翻译成“福利”，将“职

工薪酬”改成“职工福利”，“短期薪酬”改成“短期福利”。

（2）“The Projected Unit Credit Method”在 IAS 19中

的解释是指“预计单位福利法”，我国征求意见稿将其译

为“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由于“Unit”位于“Credit Meth⁃
od”的前面，本文建议将“The Projected Unit Credit Meth⁃
od”翻译成“预计单位福利法”较妥当。

（3）“compatible”的原意是“兼容的，相容的”的意思。

IAS 19 中将“actuarial assumptions shall be unbiased and
mutually compatible”翻译成“精算假设应当是无偏且相容

的”；但我国征求意见稿将“compatible”译成“一致”。“一

致”的字面意思应当是“趋向相同”，它的要求比“相容”还

要严格。我们建议这里将“compatible”译成“相容”较合理。

每一个单词都要经过仔细斟酌后方可翻译成准则条文，

同时还要统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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