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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的协调及未来发展

　　一、前言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及发展, 随着各国证

券业务的日趋国际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国

际会计的协调和减少全球会计差异越来越感兴趣。

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世界各国在会计方法、程序及结构上, 表现出较大的

差异。 正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怀特指出的那

样: “在英国, 一般认为, 除非禁止的, 会计中所有事

项都是被公认的。 在德国, 权威的看法是, 除非是被

公认的, 否则会计中所有事项都是被禁止的。假如你

去罗马尼亚, 既使被公认的会计事项, 也一律被禁

止。 而在意大利,既使被禁止的,但所有会计事项也

都是被公认的。”①

如此截然不同的会计方式, 确实给国际资本市

场的发展,以及证券业务的国际化带来困难。 例如,

对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心的法兰克福、或苏黎世的银

行家来说, 当他们接到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十几个公

司的贷款申请时, 就会同时收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财

务报表, 这对他们资本市场的决策, 会带来很大的困

惑。同样地, 当 A国的上市公司, 要进入 B国的证券

市场, 也会因为财务报表表达方式的不同,给潜在的

股票购买者,带来决策上的困难。 因此, 会计作为经

济上的一种特殊语言, 如何在国际上予以协调,减少

差异, 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目前唯一的国际会计协

调组织——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正在为此付出艰

辛的努力。

　　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前期会计协调工作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 Inter-

nat ion al A ccoun ting S tanda rd C omm it tee 简 称

IASC )成立于 1973年, 虽然它的成员是由来自 80个

国家的 105个会计专业团体组成, 但它是一个非常

小的国际私人组织,它的日常职员及秘书只有 4至 5

人, 它的理事会, 由 13个国家的 14名理事代表组

成。其中有一名代表财务分析国际协会 ( IA FA )。目

前,理事会还有三个空缺, 一个是留给世界级的财务

团体,一个是留给国际商务律师协会,最后一个是留

给国际银行组织。由于上述三个席位的有关组织,尚

未发展到足以代表整个国际专业水平。因此,至今为

止,尚未使用这些席位。

IASC每年要制定并颁布国际会计准则。准则颁

布的程序类似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 SB )

那样做法。即先颁布草案,任何有兴趣者可以加以评

论。然后举行听证会。但不如 FASB那样细致。最后,

通过修改,再交由 IA SC的理事会投票通过。如上所

述,理事会有 14名成员,必须要有 11名以上投赞成

票,准则才能算通过。 如果有 4名理事投反对票,准

则就不能颁布。

从 1973年到 1990年, IASC一共颁布了 27个

会计准则。这些准则 ,是归纳了世界各国许多会计惯

例而成。虽然有较大的代表性,但实质上是妥协的结

果。 怀特先生将这些准则的特征归纳为“可接受选

择”。 这意味着同一种经济现象,可用不同的会计语

言来反映, 它们都被认可与接受。 对此,有人一针见

血地批评这套准则不是好准则,而只会使财务报表

使用者陷于混乱。 他们说: “如果做同一件事可以用

不同方式, 这不能算好准则, 这就象让你制定驾车规

则,你既可开左边, 也可开右边那样。 假如报表使用

者不知道会计中有类似这样的规则, 那么, 当你运用

这些规则来编财务报表时, 同样会使他们产生混

乱。”②因此, 从 1988年起, IASC开始为消除会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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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选择”方案进行了努力。

　　三、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

在 1988年, IA SC 的理事会承担了一项改革方

案, 其目标是尽可能地消除更多的可选择原则,即对

同一经济现象可用不同会计语言进行表达的这一做

法, 予以清理, 尽量使一种经济现象只能用一种会计

语言来表达。 经过几年的努力, 直到 1995年, IASC

将原有会计准则中 38个可选择会计原则, 消除了约

23至 24个。 但仍有 14— 15个可选择会计原则存在

于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中。

IA SC是一个私人组织, 协调工作只能靠每年三

次的理事会来进行。因为时间紧迫, 每次理事会只有

4天时间, 加上国际会计协调的背后, 本身就是一种

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较量。 所以, 愈到后来,由于

所协调的会计准则愈具体, 其困难就愈大。 例如, 关

于存货的会计准则的协调就是明显的一例。

关于存货的会计准则, 世界各国流行着不同的

惯例, 后进先出法 ( F IFO ), 后进先出法 ( L IFO )以及

加权平均法, 都是国际会计准则的 “可选择会计原

则”之一。 在一次理事会议上,一位理事措词尖锐地

指出;在 IA SO概念公告中, 并没有包括 L IFO。因为

L IFO将导致资产负债表的过时, 它虽能消除通货膨

胀对收益表影响, 但也不是全部, 只能是部分修正。

然而, 美国却从不放弃 L IFO, 与会的其他理事也都

有同感。他们指责美国似乎从不参予妥协, 而总是要

其他国家让步。 为此,他们纷纷要求美国代表, 在 I-

ASC中取消存货中的 L IFO备选会计准则。

经过争辩、游说、讨论, 美国代表无奈的在会上

表示, 他们本人愿意通过投票来消除 L IFO,仅让 F I-

FO 及加权平均法成为会计准则, 但这两位代表又

说: 他们必须回国与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简

称 FA SB)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SEC )协商, 并敦

促 SEC与议会商量, 来取消 L IFO。因为, L IFO 在美

国由来已久。 特别是财政部及国内税收局都已作了

明确规定, 可以用 L IFO作为计税方法。 这给纳税人

带来很大经济利益, 如果要取消 L IFO, 估计有相当

的困难。

尽管如此, 在该次会议上, IA SC 还是以投票方

式来决定是否要取消 L IFO。 投票结果,只有二个国

家即日本和南朝鲜投票反对取消 L IFO。 因为, 在这

些国家中, L IFO是一个重要的会计准则。 按照理事

会会议规则,该提案得以通过。

就在美国代表回国游说准备取消 L IFO 的过程

中,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一些代表回国后, 发现 L IFO

对他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用。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次

IASC的理事会中, 德国及意大利宣布, 要求重新讨

论已通过的议案, 因为在今后不长的时间中, 这两个

国家准备用 L IFO 作为纳税基准方法之一, 这两个

国家的法规规定, 财务报表必须符合税务申报要求。

所以,加上上次会议中投反对票的日本及韩国, 共有

4位代表反对取消 L IFO 这一备选会计准则, 该提案

就这样夭折了。 L IFO仍作为可选择的准则保留在 I-

A SC中, 能否在下一次会议中取消, 谁也不知道。

IASC承认,愈到后来, 消除差异就愈困难。这是

因为,早期协调的差异, 都是比较简单, 阻力较小的,

而目前留下的 13— 14个可选择会计原则, 都是比较

棘手的。 因此, IASC表示, 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

可能消除更多的可选择会计原则。

可见,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 并非仅仅是会计工

作的本身, 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影响,使

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更加困难重重。 但是, 从另一

方面看, 国际资本市场的压力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

支持,又给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 带来一定动力。

　　四、国际证券委员会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压力

应该承认, 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动力, 来自于国

际资本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愈快,其对国际会计

准则的压力就越大,国际会计准则就发展越快。由于

管理国际资本市场的国际组织称之为: “国际证券委

员会”。 (简称 IO SCO )因此, 它与 IA SC就发生了密

切的关系。

IOSCO是一个官方组织, 它是由各国政府派代

表组成, 这些代表在自己国家中既是证券市场的管

理者,又是证券法规的制定者,如美国的证券交易委

员会 ( SEC ),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IOSCO 经常开会,研究各种项目与政策。 在早

期,他们并不关注 IASC, 认为他只是一个国际私人

小组织,无足轻重。直到近几年来, 才慢慢加以重视。

在 IA SC 推行会计准则改革方案时, IOSCO派代表

列席了所有的会议。虽然他们没有投票权,但他们还

是参予了讨论,并了解了会计改革的全过程。 IOSCO

认为,过去,他们失去了一个机会, 即放松了对 IA SC

的控制, 以致于当国际资本市场发展至今, 才发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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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信息的协调,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

要。 为此, 他们从 1994年起,开始积极支持 IASC的

工作。经过反复研究, IOSCO 承认了 IA SC颁布的核

心国际会计准则。但不承认其它会计准则。他们说:

我们必须看到整个计划, 只有整个计划足够好,我们

才会批准它。尽管如此, IA SC还是非常自豪。因为,

在国际上, 一个政府官方代表组织, 能够认可一个国

际私人组织的工作, 这种惯例并不多见。 IOSCO 的

支持及压力, 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因

此, IASC为国际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 构建了如下

几个模式。

　　五、国际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模式

尽管 IASC 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模

式, 然而, 在推行这一套会计模式的实施时, 仍然困

难重重。 除了 IASC成员国中的部分小国家: 如新加

坡、马来西亚、津巴布韦以及赞比亚等,全部以 IASC

所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作为本国的会计工作依据之

外, 大部分成员国 (其中包括美、英、德等大国 )仍旧

以本国所制定的会计准则作为会计工作的依据。 因

此, 这就使得 IASC所做的努力, 显得意义不大。 为

此, 如何使 IA SC 的工作变得更有实际意义, IASC

为未来的国际会计模式, 拟定了几个方案,这些方案

包括如下:

1.国际会计的区域发展模式

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截然不同, IASC认为, 如

果一下子服从同一个国际会计准则可能会有困难。

因此, 不如先按大区域,将相邻的几个国家组成同一

类会计模式,以后再逐步合并各大区域的会计模式。

这样, 就可达到国际会计的协调。 这是因为,相邻的

国家不仅在地理上容易相互沟通, 而且, 在政治、经

济以及文化等因素上, 亦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建立区

域性的会计模式, 其阻力比较小。 从当前看,也有一

定的基础。 如在欧洲,已建立欧共体的会计模式, 欧

共体颁布的第 4号,第 7号指令,就是这一模式的具

体阐述。 在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个国家

的会计师协会也已制定了二至三个会计合作方案,

为会计区域性的统一,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 南

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正在构建一套会计区域协议。在

南亚, 也有了类似的组织活动。 所以, 会计的区域协

调, 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

尽管 IASC将区域性会计发展模式作为未来发

展方向之一, 但他们同样担心,区域会计模式到底以

多少区域为佳? 是越多越好呢?还是越少越好?另外

一个担心的问题是,建立区域性会计发展模式, 是否

会给未来的国际会计协调带来更多的困难。因为,区

域性会计模式一旦形成,其势力比一个国家的更大,

协调可能更加困难。

2. 国际会计的多重确认法

由于区域会计协调的困难,而国际资本市场发

展又快,所以, 在 IA SC内,有人提出一个快速捷便的

国际会计协调方法—— 即多重确认法。 这种方法建

议,如果 A 国公司投资于 B国公司, 而 B国公司也

投资于 A 国公司, 那么, A B两国分别承认对方的会

计准则。两国公司的会计报表,可不加调整分别进入

对方国家。这一协调方法的提出,立即遭到以美国为

首的几个大国的反对。因为,美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

广泛的贸易、投资关系。 如果都采取多重确认法,那

么,这种会计协调就等于零。怀特先生还特别指出:

“美国与德国如能达成一致, 相互承认, 大概世界已

走到尽头。因为, 他们是两个会计方法基本截然不同

的国家。 多重承认是无效的,也不会有成果的。”③

3. 重构跨国公司的国际会计准则

IASC的一些理事指出: 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

重点是为了解决跨国公司的财务报表问题。 既然如

此,何不重新设置一套专门适用于跨国公司的国际

财务会计准则, 或者更具体一点,针对跨国公司的合

并财务报表, 重新构建一套准则。 这套准则, 只适用

于国际贸易。在其他方面,他们可以继续使用本国或

本地的会计准则。对此,有些理事不予赞成。他们认

为,这种模式未能达到国际会计协调的最终目的。世

界各国的会计差异仍然存在,应该摒弃这一做法。

4. 重构国际会计准则机构

在协调国际会计准则过程中, 有人受到 FASB

这一组织的启发。他们认为:当前 IASC颁布的准则,

在实施过程中之所以困难重重,这是因为这套准则

所具备的特征, 基本上代表了理事会中 13个代表国

的会计惯例。因此, 大多数非理事会成员国不愿意遵

守并赞同这一套会计准则。因为,每一位理事都站在

自己国家的立场上, 来组建国际会计准则, 所以, 这

套准则不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为此, 有人提出,

应该解散当前的 IA SC组织,并模仿 FASB组织那

样,重新替换 13个理事会中的理事, 让他们超然独

立,不代表某一个国家或组织。 跳出政治、经济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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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圈子的影响,让他们更客观、更公正地去制定国际

会计准则。对这一做法,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主

席怀特大加赞赏, 他说: “如你是美国代表, 在自己国

家刚投赞成票采用某一会计方式, 你愿意在 IASC

中对同样一个会计方式投反对票吗? 这种 (站在本国

的 )地位越深,决策就越难做。我的看法是, 要让准则

制定者跳出这个圈子,让他们在自己范围内做更多

的工作。”④

上述的设想尽管很好, 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极

大, 这不仅牵涉到原有组织机构人员去向、经费来源

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而且,实质上还是一种权力的再

分配, 尤其是作为一个私人国际组织, 要能真正将世

界各国杰出的会计准则制定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不

带任何偏见重新形成一套新班子, 其阻力之大是可

想而知的。 所以,这一设想只能当作 IA SC的远景规

划之一了。

　　六、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近期协调计划

除了上述几个未来发展模式之外, IA SC还拟定

了一系列近期的国际会计协调方案。 这些方案包括

在 1996年宣布一个新的改革计划,它将重点对 14

个备选会计准则予以研究, 并尽量予以消除。最多保

留 4— 5个会计备选准则在国际会计准则中。对于这

些保留的会计备选准则, IA SC准备要求通过财务报

表附注的方法,来减少它们对财务信息的干扰,使报

表的使用者更清晰地理解报表的内容。 IA SC打算在

5年内,先消除 8— 10个会计备选准则。这一打算, 并

不保守。 因为, IA SC深知, 比较简单, 且较少利益冲

突的备选准则早已消除了。剩下的 14个会计备选准

则, 均是有一定难度的准则,需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

协调。 IA SC还希望,到公元 2030年, 全球的会计准

则差异将减少到最低点, 世界上将形成一套基本统

一的国际会计准则。 到那时“在大学里的学生,就不

会象我那样,去学习什么美国会计准则。 因为,到那

时, 会计准则已国际化了。”⑤当然,这只是一种希望。

要实现这一希望, 除了 IA SC 的努力工作与各国的

配合、协作之外, 还要求全球能保持一个和平、良好

的经济环境。 还要求一个比较健康的国际资本市场

环境。 只有这样, IA SC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

IASC的另一个近期打算是:首先促进各大跨国

公司采用已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 特别是已颁布的

核心准则。 因为, 这一准则得到了 IOSCO 的支持与

认可, 而跨国公司又受到 IOSCO的影响。 特别是近

几年来,各国政府都放宽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政策。如

美国政府就放宽了对 SEC的控制。 这样, 纽约证券

交易所不仅能做德国奔驰公司的股票, 也能做西门

子、宝马以及其它获利情况较好的大公司的股票。如

果促进跨国公司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 它们就会对

其它公司产生压力。 由于各国公司都把跨国公司视

为一流公司, 那么一流公司用的会计准则当然是一

流的会计准则。这样 ,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归入到二流

准则。不然的话, 如果大公司或跨国公司都遵循了国

际会计准则, 而其它公司遵守另一套准则, 这就很容

易将这些公司列作二流企业, 并使他们的产品价格

在市场上大打折扣。所以, IASC试图通过这一途径,

来逐步推广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 他们准备在 2005

年至 2010年之间, 实现这一打算。

　　小结

国际会计的协调与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极

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 中国虽然不是 IASC的成

员国, 但是,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

展,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参予并加入到国际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 ,关注国际会计的协调与发展,

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

将对我国财务会计的国际化,提供一些启迪。

注释: 1、 2、 3、 4、 5所引用的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

席怀特先生的讲话,系来自他在 1996年 3月在美国伊利诺

大学国际会计研究中心召开的 “发展中国家的会计研究”国

际会议上的发言。 本人作为与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编译者单位: 厦门大学会计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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