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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及其对零售业的影响
——以重庆百货为例

【摘要】2016年3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并宣布将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IFRS 16规定企业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将两种方式下的

租赁资产和负债均纳入资产负债表内核算。IFRS 16的实施势必对拥有大量经营租赁资产的企业如零售

业等产生极大的影响。研究的逻辑思路是，先对 IFRS 16的修改背景、变化内容进行阐释，然后以重庆百

货为例，将 IFRS 16对企业的会计处理、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指标将产生的影响与我国现行租赁准则进行

对比分析，最后对零售业提出应对准则变化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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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租赁准则的修改背景

我国现行租赁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17号
——租赁》（IAS 17）趋同，而长期以来 IAS 17对于租

赁的会计处理模式的规定一直饱受批评。在 IAS 17
中，其以租赁标的物的风险与报酬是否转移为依据

将租赁分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两大类，同时规定

融资租赁下的资产负债可纳入表内核算，经营租赁

下的只进行表外披露。两类租赁交易的不同会计处

理方法容易导致财务信息可比性较差，承租人为粉

饰企业财务报表通常愿意选择经营租赁，因为经营

租赁模式下租入资产不用在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相

应的为租入该资产每年需要支付的租金也不用作为

负债在表内披露，此时的资产负债表是没有完整反

映承租人应履约义务的。

目前全世界上市公司开展的租赁业务合计约

3.3万亿美元。根据 IAS 17的分类标准，其中 85%以

上的业务都被归类为“经营租赁”，也就是说大约2.8
万亿美元的租赁业务都游离于表外。早在 2006年 7
月，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IASB）便联合提议要修订租赁准则，经讨论于

2009年 3月发布了第一版初步讨论稿，紧接着 2010
年和 2013年 FASB和 IASB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征求

修订意见。最终，在2016年1月13日发布了《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并宣布

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准则一旦实行，约

2.8万亿美元的租赁业务将纳入资产负债表内核算，

鉴于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行的是

全面趋同的方针政策，引入 IFRS 16中的规定和修

订我国租赁准则将是大概率事件，此举对我国的涉

及较大体量租赁业务的行业，如零售业、航空业等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IFRS 16的主要变化及其与我国现行租赁

准则的对比

（一）IFRS 16的主要内容

IFRS 16是基于“客户能否控制租赁的资产”对

其进行定义的，准则表示只要客户实际控制了一项

资产的使用权并从中获得收益，便可确认为一项租

赁。相比修订前的准则，IFRS 16更加强调承租人对

租赁资产的控制权，该控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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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及 IASB 概念框架中的“控制概念”一致。在

IFRS 16中，承租人对于租赁期超过12个月的租赁，

应确认一项使用权资产代表享有使用相关资产的权

利，确认一项租赁负债代表负有相关支付租赁款的

义务，如此一来，大部分的经营租赁都列于表内，真

正实现“两租合一”。

（二）IFRS 16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方面

在 IFRS 16中，资产出租方的会计处理方法未

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资产承租方的会计处理发生

了较大的改变，具体表现如下：

在初始确认时，IFRS 16规定应将未来的各期

租金进行贴现，进行资本化处理。在租赁开始日承租

人就应确认相关的资产和负债。资产是指相关的使

用权资产，以调整后的租赁付款额现值进行计量。而

其初始成本主要包括：①初始确认租赁物使用权的

负债金额；②与租赁相关的初始直接费用；③租赁资

产的弃置费用；④预先支付的租金扣减各项租赁激

励后的净额等。而相关负债是指未来应承担的支付

租金的义务，即租赁期内应支付的租金总额，应按照

金融负债进行确认计量，相关负债的初始成本主要

包括：①除去租赁优惠后的固定付款额；②承租人承

担的担保余值优惠续租期可能涉及的租金；③与消

费者物价指数和利率相关的可变租赁付款额等。具

体会计处理为：借方记录资产使用权，贷方记录租金

支付义务、银行存款支出。

在后续计量中，IFRS 16规定，除少数满足投资

性房地产和资产重估模式的租赁之外，其他租赁的

后续计量应当采用成本法，与自有固定资产一样，承

租人应对使用权资产按照直线法或其他更合理的方

法计提折旧。在资产使用的每期均应对其计提折旧

和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发生减值，则应计提减值准

备，期末时依照对应的负债价值对租赁资产予以重

估调整。同时，租赁资产的使用权负债应采用摊余成

本法计量，承租人应根据资产租赁期开始日确定的

折现率确认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租赁负债相关利息

费用并进行相应调整。在支付租金时应当递减相关

金融负债，同时确认各期应付利息，同时调减各期支

付的租金。同时每期期末需对租赁负债账面价值按

照重估结果调整。具体会计处理为借记租金支付义

务、利息费用，贷记银行存款，同时借记制造费用，贷

记使用权折旧。

（三）IFRS 16与我国现行租赁准则的主要差异

我国现行的租赁准则是在借鉴 IAS 17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制定的，其与 IFRS 16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准则定义方面。我国现行租赁准则对于“租

赁开始日”的定义为租赁标的物的起租日，而

IFRS 16将之定义为承租人提供租赁资产可供出租

人使用的日期。对于“最低租赁付款额”，我国现行准

则中，承租人和出租人的计量标准不同，对于前者而

言，最低租赁付款额指的是应支付或可能支付的各

种款项加上担保资产余值，而后者要在此基础上加

上第三方担保资产余值；IFRS 16对两者金额确定

的会计标准一致。

2. 经营租赁与融资租赁的分类方面。我国现行

租赁准则主要是依据租赁期的长短、最低租赁付款

额现值大小等作为融资租赁的判断标准，在确定租

赁模式之后，再将融资租赁相关资产负债纳入表内

核算；而 IFRS 16实行“二租合一”的会计处理模式，

对租赁采用单一的会计模型，不区分融资租赁、经营

租赁。

3. 租赁折现率的选取方面。我国现行租赁准则

一般要求在确定租金贴现率时，首选出租人租赁的

内含收益利率，其次是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最后才

会选择同期的银行贷款利率；而 IFRS 16中规定，首

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 会计处理方面。我国针对经营租赁，每期确

认租赁费用，租赁资产不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承租

人仅在表外披露租入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原

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等；对于融资租赁，我国企

业是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

付款额的现值中的较低者作为资产入账价值，同时

将租赁标的物的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

入账价值，确认负债，并将二者差额作为“未确认的

融资费用”以后摊销。而 IFRS 16规定，在出租日开

始时在资产负债表内同时确认一项资产、一项负债。

三、IFRS 16变化对零售业的影响

（一）零售业的租赁特点

众所周知零售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绝大多数

企业的营业场所，如商场店铺、超市、仓库等均是采

用租赁方式取得的。在我国现行的租赁准则中，不要

求将经营租赁资产列入表内，仅在附注中披露，可比

性较差。正因为如此，我国大部分的零售企业都选择

将租赁合同设计为经营租赁的形式。据《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6年年底我国零售业经营单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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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91万个，全年商品零售额近 29.7万亿元，其中

最为显著的是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
比例为 44.7%，而零售业的经营成本中作为费用处

理的租金就占了近30%。

（二）案例分析——以重庆百货为例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百货”）

主业涉及百货、超市、电器和汽车贸易等经营领域，

公司旗下拥有重庆百货、新世纪百货等著名商业品

牌。公司开设各类商场、门店 261个，经营网点已布

局重庆36个区县和四川、贵州、湖北等地。本文依据

重庆百货2016年度财务报表，选取了与租赁相关的

科目，重新分析了执行我国现行租赁准则和执行

IFRS 16前后重庆百货的会计处理差异以及实施

IFRS 16之后对重庆百货财务报表、重要财务指标

造成的影响。

根据重庆百货 2016年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中的

披露，重庆百货营业收入前十家的百货门店中有 6
家都是采用的租赁方式租入门店；营业收入前十家

的超市门店有 5家是采用的租赁方式租入门店；营

业收入前十家的电器门店有7家都是采用的租赁方

式租入门店，而且 2016年新增门店全部采用的租

赁方式租入门店。同时，重庆百货 2016年实现营业

收入338.46亿元，比2015年下滑7.25%；2016年实现

利润总额 5.19亿元，比 2015年增加 16.80%，公司经

营情况与传统零售行业发展态势基本一致。此外，公

司2016年租金本期列支6.46亿元，占总营业成本的

22.9%，比 2015年的 6.25亿元增加 0.21亿元，增幅为

3.28%。

1. 条件假设。由于商业保密的原因，重庆百货

并未对其租赁合同进行详细披露，本文以重庆百货

2015年和 2016年披露的资产负债表和报表附注为

数据源编制调整项目报表，并做出如下假设：

第一，假设重庆百货从2016年资产负债表日即

2016年12月31日开始采用 IFRS 16编制财务报表。

第二，由于租赁的内含利率未知，且 2016年同

期5年以上的银行商业贷款利率为4.90%，将之稍微

上调，设定公司折现率为5%。

第三，通过查阅重庆百货财务报表披露可知，其

签约门店租约期限大多为5年、10年、15年和20年。

为了方便计算，本文统一将租期设置为 15年，且假

定公司按照年限平均法对租赁资产进行折旧。

第四，对租赁标的物计量时，只考虑租赁付款额

的现值。

2. IFRS 16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重庆百货的

不可撤销经营租赁主要来自于超市门店、商业店铺

等不动产项目，由 2016年重庆百货年度报表知，企

业年租赁费为 645922592.32元，均视作经营租赁承

租人当年支付的租赁费，且该笔租赁费在未来的15
年内不变。则经营租赁合约形成的租赁负债现值为

6704030585.69 元［645922592.32 ×（P/A，5%，15）=
645922592.32×10.379］。根据 IFRS 16，使用权资产=
初始直接费用-收到的租金激励+租赁负债现值+
预付租赁付款额。假设租赁的初始直接费用为

5000000元，收到的租金激励和预付租赁付款额

两项均为 0，则使用权资产为 6709030585.69元，也

就是说 IFRS 16 的实施使得企业总资产调增

6709030585.69元，负债调增相同金额。资产负债表

具体变化见表 1。按照 IFRS 16的规定，应将计算出

的租赁付款额现值列为资产负债表中的“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如此一来，承租人的资产规模、负

债规模均会相应膨胀。对于重庆百货，经营租赁“入

表”的影响较大，资产规模扩大 54.47%，负债规模扩

大 89.03%。并且由于重庆百货的资产租赁期均大于

1年，IFRS 16的实施对重庆百货的非流动资产、负

债影响较大，长期偿债能力受到较大影响，企业财务

风险相应上升。

3. IFRS 16对重庆百货利润表的影响。IFRS 16
对于承租人的营业收入没有直接影响，但影响企业

的利润总额。IFRS 16要求承租人将经营租赁按照

直线法确认费用，如此一来，前期进入费用的金额将

大于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确认的费用。根据我国现行

租赁准则的规定，租赁业务对利润表的影响主要通

过年租金计入相关成本类科目如“管理费用”和“销

售费用”下的“租赁费”二级科目。而 IFRS 16规定，

租赁费用不再直接计入利润表，而是对租赁标的物

——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将所有权资产的折旧及

租金支付义务增加企业的利息财务费用。

通过计算可知，2016年重庆百货因经营租赁入

表而计提的使用权资产的折旧为447268705.7元（租

项目

资产

负债

所有者
权益

原报告数

12316521256.99
7535469268.56

4781051988.43

调整金额

+6709030585.69
+6709030585.69

调整后数据

19025551842.68
14244499854.25

4781051988.43

调整幅度

+54.47%
+89.03%

表 1 根据 IFRS 16调整2016年资产负债表的结果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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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使用权资产/租赁年限= 6709030585.69/15），财
务费用调增数额为 335451529.3元（租赁负债现值×
折现率=6709030585.69×5%）。承租人的租赁费的分

摊法由现行准则下的年限平均法演变为 IFRS 16模
式下的与融资租赁模式相同的方法。2016年重庆百

货的租赁费用为：资产折旧加上利息，共计

782720235 元（447268705.7+335451529.3），显然高

于我国现行准则下的租赁费 645922592.32元。则企

业 2016 年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调整数额为

136797642.68元（782720235-645922592.32）。销售费

用和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的变动，导致企业营业

成本增加1.41%，虽然幅度不明显，但却导致了营业

利润降低472249171.98元，下降幅度为95.98%，见表

2。同时，在采用 IFRS 16的情况下，经营租赁是按租

赁标的物的摊余成本计提利息费用，导致整个租赁

期间利息费用呈现出前大后小的状态，盈利呈现出

极不稳定的状态。

4. IFRS 16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在我国现行

租赁准则下，重庆百货支付的经营租赁现金全部归

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在2016年重庆百货的现金

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

下租赁支付的现金的本期发生额为 639290574.37
元。而实行 IFRS 16，企业的现金流量总额不会发生

变化，只是将经营租赁引起的现金支付归集到筹资

活动下的“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由此，从短期来看

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减少，就重庆百货而言，实

行 IFRS 16 2016年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调整减少 138.30%，但相应的筹资活动的现金支出

规模产生较大程度的增加，增加59.57%，见表3。
由于企业负债规模同样扩大，重庆百货现金流

量债务比率由 6.13%降低至-1.24%，现金流量表结

构发生较大变化，呈现出企业筹资规模加大、偿债能

力下滑的状态。

5. IFRS 16对重要财务指标的影响。IFRS 16实
施后，重庆百货负债增加的比例为 89.03%，明显高

于资产的增长比例 54.47%，对企业非流动资产、负

债均产生较大的影响。2016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

现行准则下的 61.18%上涨到 IFRS 16下的 74.87%，

同时财务保障系数由63.45%下降至33.56%，见表4。
其余各类财务杠杆比率均上升较大，在此情况下，企

业的融资行为，如贷款、发行债券、发行新股等的难

度将进一步加大。对比我国现行租赁准则，IFRS 16
的实施将导致企业的产权比率及长期偿债能力显著

下降，财务风险加大。

同时，资产的增加将使重庆百货的资产周转率

下降，见表4，由2.53下降到1.78，同时企业的利息保

障倍数也下滑明显，由6.24下降为4.86。企业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由 8.98%下降为 6.07%。如此一来，

采用 IFRS 16更能反映重庆百货实际的资产管理水

平以及企业财务状况，从而有效防止企业通过经营

租赁手段进行表外融资粉饰财务报表，增强企业财

务报表的可比性、透明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总成本

其中：销售
费用和管理
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利润

原报告数

33846772641.66
33403186396.47

645922592.32

99045573.80

492044011.69

调整金额

+472249171.98

+136797642.68

+335451529.30

-472249171.98

调整后金额

33846772641.66
33875435568.45

782720235.00

434497103.10

19794839.71

调整幅度

+1.41%

+21.18%

+3.39

-95.98%

项目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

原报告数

462260443.79

1073210780.52

调整金额

-639290574.37

+639290574.37

调整后金额

-177030130.58

1712501354.89

调整幅度

-138.30%

+59.57%

表 3 根据 IFRS 16调整2016年现金流量表的结果

金额单位：元

财务指
标名称

资产
负债率

财务保
障系数

现金流
量债务
比率

资产
周转率

利息保
障倍数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益

率

我国现行租赁准则

7535469268.56/12316521256.99
=61.18%

4781051988.43/7535469268.56
=63.45%

462260443.79/7535469268.56
=6.13%

33846772641.66/（12316521256.99
+14450266261.25）×2=2.53

（518882833.20+99045573.80）/
99045573.80=6.24

8.98%

IFRS 16

（6709030585.69+7535469268.56）/
（6709030585.69+12316521256.99）
=74.87%

4781051988.43/（6709030585.69
+7535469268.56）=33.56%

（462260443.79-639290574.37）/
（6709030585.69+7535469268.56）
=-1.24%

33846772641.66/（6709030585.69
+12316521256.99）=1.78

（518882833.20+99045573.80
-136797642.68）/99045573.80=4.86

（439819017.18-36797642.68）/
（4781051988.43+5203355551.62）
×2=6.07%

表 2 根据 IFRS 16调整2016年利润表的结果

金额单位：元 表 4 根据 IFRS 16调整2016年部分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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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零售业适应 IFRS 16的建议

（一）采取不同的方式获取资产

在 IFRS 16的规制下，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

标的物均要计入资产负债表内，由此势必增加公司

资产负债率，降低偿债能力。如此一来，企业在银行

和各个金融评估机构的财务状况会大打折扣，融资

难度加大。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资金雄厚，可通

过租赁来增加公司的实体资产；若企业资金不足，可

通过金融工具来购买资产，防止企业偿债能力指标

大幅波动，稳定公司股价。另外，公司取得的楼盘和

店铺也可为企业带来投资机会。

（二）调整企业经营租赁合同

根据 IFRS 16的规定，租赁期小于 12个月的经

营租赁仍按我国经营租赁费用化的方式进行会计处

理，相关资产和负债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因此，零

售业可重新安排租赁合同条款，如缩短经营租赁合

同的租赁期，扩大续租选择权，调整交易结构等，从

而减小准则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当经营租赁合同

数量及租赁初始费用等同的情况下，由于租赁期越

短，折现系数会越低，最终算出来的租赁标的物应付

款现值便越低，如此一来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报

表指标波动幅度。

（三）保持充足的现金流量

如果将来我国租赁准则与 IFRS 16进行趋同，

预期零售业的资产、设备购买需求将会增加，保持充

足的现金流量可使企业灵活配置资产。由于“经营租

赁入表”将增加企业资产负债率，影响企业信用评

级，企业可提前在资本市场上做好信贷融资安排，防

止企业因资金不足导致信用评价恶化。

（四）加强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技能培训

IFRS 16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零售业会

计的确认、计量、列报的工作量，对会计人员的专业

水平要求较高，会计人员需要更多的职业判断从而

设计更加合理的租赁条款。因此，应加大对零售业会

计人员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

五、总结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制度不够

完善，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企业经营不够规

范，信息披露不够全面，利润存在较大的操纵空间。

IFRS 16的实施，使承租人在租赁过程中的“使用权

资产”和“相应负债”的确认更加合理，提高企业资产

负债表外租赁项目的信息透明度，增强会计信息可

比性。由于资产租赁业务，尤其是经营租赁业务在我

国的广泛开展，IFRS 16将对企业的财务报表和财

务指标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零售企业。零售企业

前期确认的资产摊销费用和租金支付义务产生的财

务费用，大于最初每期分摊的租金费用，从而会加大

企业财务压力，甚至严重影响企业的债务筹资安排。

因此，我国零售业应提前了解 IFRS 16的制定背景、

主要内容和对各个报表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零售

行业的实际情况，以积极的态度思考零售业管理模

式创新问题，从而适应未来我国租赁准则可能发生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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