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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客户？
 在评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这一新租赁准则的影响方面，许多企业已取得显著

的进展。可以预见，许多企业将发现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该项新准则于2019年生效
前，为将全部租赁记入资产负债表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来收集所有相关数据。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面临的其中一项最具挑战的技术和实务难题是：针对由某个合营安
排使用资产而订立的合同，如何识别客户。

	 例如，在与资产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客户是该合营安排还是另一方（例如，作业者）？

	 该项评估结果对于合营安排各参与方确定其会计处理方法至关重要。《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16号》虽提及这一问题，但仅作了简要讨论。

	 我们在评估实际情景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能否作
为客户？资产的性质是否重要？合营安排的一方“代表”合营安排签订（合同）意味着什
么？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会计核算结果如何？

	 本刊物旨在分享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全新见解。我们希望本刊物将有助于贵企业在核算
合营安排所使用的资产时，能够识别出哪一方是客户。

	 Serge	Heidrich,	
毕马威法国

	 Dave	Vijfvinkel,	
毕马威挪威

 毕马威能源及天然资源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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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对于合营安排的所有参与方，确定租赁合同中的客户对其会计处理

至关重要。

	 谁是合营安排中的客户？

IFRS 16.9, B9, B11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将租赁定义为：在一段时间内让渡一项可识别资产（标的
资产）的使用控制权以换取对价的合同（或合同的一部分）。如果合同包含一项租赁，则
该项租赁通常计入承租人的资产负债表。

 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在一段时间内控制可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主体应当评估客户
是否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

                                                                                     –   获得因使用可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所有经济利益；并且

                                                                                     –   主导可识别资产的使用。

 如果合同中的客户是某个合营安排，则主体应当考虑该合营安排是否有权在整个使用
期间控制可识别资产的使用。

毕马威见解	–	合营安排是否可能作为承租人？

是可能的。

一个合营安排（即，合营企业或共同经营）可以成为租赁中的承租人，但前提是合
营安排的各参与方在可识别资产的整个使用期间，共同拥有控制该项资产使用的
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各参与方通过对合营安排的共同控制来行使该项控制权。

如果因合营安排的各参与方存在以下情况，就得出合同不包含租赁的结论是不恰
当的：

 – 仅取得物理形态上不可区分的部分产能；

 – 仅从标的资产的使用中获得部分经济利益；或者

 – 不能单方面主导标的资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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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6.B11, BC126, IFRS 11.20, 24 合营安排可以成为承租人，但前提是其在与资产供应商订立的租赁合同中被认定为客
户。这意味着与资产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应：

– 由合营安排自行签订；或

– 由合营安排的一方或多方代表合营安排签订。

 当合营安排被视为一项租赁中的客户时，该项租赁的会计处理如下所示：

– 对于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各参与方在其自身的财务报表中，按所占份额确认使用
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 对于合营企业，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在合营企业（而非合营企业的各参与方）的财
务报表中确认。

 如果合营安排不被视为客户，则与资产供应商订立合同的一方（例如，合营安排中的作
业者）通常是客户，并在其自身的财务报表中核算有关租赁。非合同订立方不对租赁进
行会计处理，除非合同订立方（例如，作业者）将相关资产转租给合营安排。

 因此，识别客户对于合营安排各参与方确定其会计处理至关重要。下图说明了当使用
资产的合同协议涉及合营安排时，在识别客户的过程中应予以考虑的重要事项和常见
结果。

 

该资产是否预先确定专门用于（多个）合营安排*？

*  需要根据单项安排的事实和情况作出判断。参见情景5。

合同是否由合营安排签订？

否，由作业者签订

是是

是

否作业者是否代表合营安排行事？

合营安排是客户 作业者是客户

 概览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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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务情景
 在进行评估时，我们考虑了以下可能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在下文的每个情景中，我们

假设各参与方均认为，将石油和天然气活动作为合营安排进行会计处理是恰当的。

情景	1		 如果合营安排不具备法人资格，应如何处理？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合营安排通常不采取单独法律实体架构的形式。因此，合营安

排往往不以其自身名义订立合同。

 相反，常见的做法是将合营安排的某一参与方指定为作业者。该作业者有权代表合营
安排订立合同，包括资产使用合同。该合营安排的所有其他参与方通常被称为非作业
者。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供应商可能仅对作业者具有法定追索权，而对非作业者没有该
项权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IFRS 11 Joint Arrangements）要求将合营
安排划分为共同经营或合营企业。如果共同经营是客户，则无论共同经营是否具备法
人资格，会计结果都是相同的——即，共同经营的各参与方在其自身账目中按所占份额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但是，当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资格时，识别客户的过程可
能更为复杂且需作出判断。

 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能够以其自身名义订立合同。因此，识别其是否作为客户较
为简单明了（参见情景4）。相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将依赖合营安排的某一参
与方（通常是作业者）代为订立合同。

毕马威见解	–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能否作为客户？

能。

合营安排无须成为单独的法律实体也可作为客户。主体所需考虑的关键事项是，
与资产供应商订立的合同安排在性质上是否表明：该合营安排作为主要责任人并
有权主导标的资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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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	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

X
（作业者）

R
（供应商）

Y
（非作业者）

Z
（非作业者）

浮式生产储油卸油
船合同

K
（共同经营）

X、Y、Z三方成立共同经营K以开采某矿区。X被任命为共同经营K的作业者，而Y和Z
为非作业者。

作业者X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服务供应商R订立一份为期15年的合同，以使用一艘
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

在作业者X订立合同前，X、Y和Z已共同商定拟租用的特定船只、拟使用的供应商，
以及各参与方愿意接受的条款。该份共同经营协议的条款表明，对于与浮式生产
储油卸油船的使用合同有关的负债以及该船只的任何损坏，三名参与方均承担共
同及连带责任。

在本例中，尽管共同经营K不是单独的法律实体，但就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的目的而言，合同安排的具体内容支持“共同经营K是客户”这一观点。在本
例中，作业者X似乎作为共同经营K的代理人订立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使用合
同。为了得出明确的结论，有必要考虑所有事实和情况，包括资产的性质，因为这
可能是决定供应商R如何与共同经营K订立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情景2）。

如果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供应商R对作业者X具有法定追索权，则各个共同经营
者（X、Y和Z）均共同承担该项义务。这是因为共同经营协议或其他协议中的条款、
或者当地法律法规均要求，共同经营的各参与方对作业者订立的合同共同承担连
带责任。

 在确定合营安排能够 作为客户后，下一步是确定谁 才是真正的客户：是合营安排还是
作业者。 

 在许多情况下，客户的识别较为简单明了，特别是当合同是由作业者以其自身名义并
作为主要责任人订立时，或者是由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订立时。 

 在其他情况下（例如，不清楚作业者是否代表合营安排订立合同时），确定谁是客户将
需要重大的判断，并因此还需要考虑资产的性质。

实务情景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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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见解	–	某些情景是否比其他情景需要更多判断？

是的，如下图所示：

作业者																				
是客户*

作业者以其自身名义并作为主要责任人订立合同							
（参见情景４）

需要作出判断

资产被承诺用于多个合营安排（参见情景５）

不清楚作业者是否代表合营安排订立合同																	
——考虑资产的性质（参见情景２）

合营安排										
是客户

由合营安排或代表合营安排订立合同（参见情景３）

*  考虑作业者是否将资产转租给合营安排（参见情景６）。

情景	2		 资产的性质是否重要？
 作业者通常会就合营安排所使用的资产直接与资产供应商订立合同。但是，非作业者

与该等资产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可能未清楚阐明或未加以界定，这导致难以确定作业者
是代表合营安排订立合同，还是以其自身名义作为主要责任人订立合同。

 需要订立合同的资产可能种类广泛，包括从对合营安排而言至关重要的资产（例如，复
杂且昂贵的海上钻塔），到用于执行作业者日常职责的辅助性资产（例如，作业者可自
行决定用于多项合营安排的车辆、通用目的供应船舶和直升飞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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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见解	–	能否仅凭资产的性质来确定客户是作业者还是合营安排？

不能。

该项评估将取决于合同协议的安排，但也可能受到资产性质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相关资产有专门用途且价值昂贵，并具有战略重要性，则在
订立合同安排时以及在整个合同期间，所有参与方都将寻求更高程度的透明性和
保证度。换言之，非作业者不太可能允许作业者独立协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的
使用，并会确保他们能够参与整个合同的全部订立过程。与此同时，资产供应商很
可能会就合营安排的构成、计划和财务能力寻求详细的信息和保证。

这种情况下，需要仔细评估合同安排和支持性证据以确定该等安排的实质，这可
能有助于支持相关合营安排（而非作业者）是客户的结论。

 表明合营安排（而非作业者）是客户的迹象包括：

– 合营安排的各参与方在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资产的性能要求。 

– 资产供应商同意该份合同，因为其掌握了该合营安排所有参与方的信息，并知悉资
产在租赁期内的使用方式。

– 当地法律或法规规定，某些由作业者订立的合同被推定为代表合营安排订立。

– 关于获取资产使用权的战略性决策须征得所有参与方的事先同意。

– 有关资产设计和/或使用的战略性决策须征得所有参与方的事先同意。

– 共同经营协议或其他文件已明确规定了合营安排各参与方对资产的权利或其责任
范围。 

 相反，当就战略重要性较低的资产订立合同时，作业者更可能是客户。在这种情况下，
作业者可能保留主导资产使用的权利（例如，将其用于与合营安排无关的目的），因而
不存在对资产的集体控制。

实务情景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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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见解	–	是否存在某些类型的行业资产，可能表明合营安排是客户？

存在。

为满足合营安排的需求，海上资产的定制化程度通常很高（例如，针对特定地域和
环境而配置的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并且该类资产的重新部署将导致重大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合营安排更可能是客户。

属于陆上资产的辅助车辆得以重新配置到另一项安排可能相对简单，且其战略重
要性可能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合营安排是客户的可能性较低。

例2	–	资产的战略重要性

X
（作业者）

R
（供应商）

Y
（非作业者）

Z
（非作业者）

浮式生产储油卸油
船合同及辅助拖轮
合同

K
（共同经营）

X、Y、Z三方成立共同经营K以开采某矿区。X被任命为共同经营K的作业者，而Y和Z
为非作业者。

作业者X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服务供应商R签订了两份为期15年的单独合同，以便
使用一艘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和一艘辅助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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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 辅助拖轮

 – 该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对实现共
同经营K的目标起关键性作用

 – 该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性能是
共同经营K每次会议的常设议题 

 – 共同经营协议规定，有关该船舶
的部署决定需征得所有参与方的
一致同意；且X、Y和Z对使用该浮
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成本承担共
同连带责任

 – 在订立合同前，供应商R已经对共
同经营的所有参与方进行了尽职
调查

 – 在整个合同期限内，该艘拖轮将用
于辅助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作
业活动

 – 共同经营协议并未提及该项资产，
且该项资产的活动情况并不会向
作业者（Y和Z）进行通报 

 – Y和Z并未参与订立与供应商R之
间的合同 

 – 供应商R不要求提供有关该拖轮的
拟议用途或该共同经营其他参与
方的任何信息

在与供应商R订立的合同中，共同经
营K是客户。尽管作业者X是共同经营
方唯一的订约方，但是该项资产对于
共同经营至关重要，且其部署需征得
所有参与方的同意——即，作业者X
代表共同经营K订立了有关该项资产
的合同。

在与供应商R订立的合同中，作业者X
是客户。尽管合营安排在经营过程中
需要使用拖轮，但该拖轮的战略重要
性较低，且非作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并
不知晓其存在性或重要性。

这意味着，不能认为作业者X代表共
同安排订立了该项资产的合同。但
是，如果该合同包含一项租赁，则各
参与方应考虑该艘拖轮是否被转租
给共同经营K（参见情景6）。

情景	3		 如果合同是由作业者代表某个具备法人资格的合
营安排签订，应如何处理？

 资产的使用合同可能： 

– 由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以其自身法律身份签订； 

– 由合营安排的所有参与方代表该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签订；或者

– 由作业者代表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签订。

实务情景 | 9



10 |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合营安排

© 2018 KPMG IFRG Limited 是一家英国有限责任公司。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在上述各情况中，就执行租赁定义测试的目的而言客户是指该合营安排。如果已确定
合同是一项租赁或者包含一项租赁，则对于共同经营，该项安排的各参与方应按其所
占份额直接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于合营企业，各参与方将按照权益法进行
间接核算。

例3	–	作业者代表具备法人资格的合营安排签订合同

X
（作业者）

R
（供应商）

Y
（非作业者）

K
（共同经营）

Z
（非作业者）

钻塔合同

X、Y、Z三方成立共同经营K以开采某矿区。K是具备法人资格的单独实体。X被任命
为共同经营K的作业者，而Y和Z为非作业者。

作业者X代表共同经营K与供应商R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钻塔使用合同。根据共同
经营协议，X、Y和Z将代表共同经营K，共同决定钻塔的使用时间和地点，以及进行
钻探的目标区域。

共同经营K是该合同的客户，因为作业者X是代表共同经营K订立该合同。如果接下
来发现该合同包含一项租赁，则共同经营K将作为承租人，而供应商R将作为出租
人。由于该项合营安排属于共同经营，X、Y和Z将在其各自的财务报表中按所占份
额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毕马威见解	—	非作业者缺乏合同安排相关信息，是否表明作业者是客户？

不一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无明确规定，所有参与方都必需获取详细的信息来证明其对
一项安排拥有共同控制权，或者证明该项合营安排是与资产供应商之间所订合同
的客户。 

非作业者缺乏相关信息可能表明：作业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客户。但是，这并非决定
性的一点，而是将需要考虑所有事实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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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者和非作业者将需要同意分享充分的信息，以使合营安排的所有参与方都能
对资产进行适当的会计处理。如果当前向非作业者提供的信息不足以令其根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的要求确定会计处理方法，则将需要修改经营协议
和实务做法。

合营安排的各参与方可能会发现，难以收集必要的信息来拆分合同中的非租赁成
分（例如，服务要素）。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允许承租人作出以下会计政策选择：根据标的资产
的类别，将租赁组成部分和非租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单一的租赁组成部分进行会
计处理。但是，该项便于实务操作的方法不适用于出租人。因此，对于在转租赁（参
见情景6）中作为中间出租人的作业者，如果其在作为承租人时采用该项便于实务
操作的方法，其将面临会计错配。

情景	4	 如果合同是作业者因自身使用目的而以自身名义	
签订，应如何处理？	

 作业者经常会因自身使用目的而以自身名义（而不是代表合营安排或其他参与方）订
立资产使用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作业者是与供应商之间订立合同的客户。如果作业者确定合同包含一
项租赁，则其可能需要考虑资产是否被转租给合营安排（参见情景6）。

例4	–	作业者因自身使用目的而以自身名义订立合同

钻塔合同
(主租赁)

K
（共同经营）

X
（作业者）

Y
（非作业者）

Z
（非作业者）

R
（供应商）

X、Y、Z三方成立共同经营K以开采某矿区。X被任命为共同经营K的作业者，而Y和Z
为非作业者。 

实务情景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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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者X以其自身名义并作为主要责任人，与供应商R签订一份为期四年的钻塔使
用合同。合同规定，作业者X全权决定钻塔的使用时间和地点。 

作业者X参与了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多个项目。作业者X在初始两年合同期间内将
钻塔分配给共同经营K使用，并在剩余两年合同期间内预先将钻塔分配给同一地
域内另一个非关联的项目使用。

作业者X是该合同的客户，因为它是以其自身名义并作为主要责任人（而不是代表
共同经营K）订立该合同。如果接下来发现该合同包含租赁，则作业者X是租赁中的
承租人。作业者X将需要考虑资产是否被转租给共同经营K（参见情景6）。

情景	5	 如果资产被承诺用于多项合营安排，应如何处理？
 有时，作业者在和资产供应商签订资产使用合同后，会承诺将资产（按先后顺序，或按

总承诺时间）用于多项合营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业者有权将资产用于其他合营安排，则作业者很可能被视为客
户。作业者在整个合同期内拥有配置资产的最终自主权，尽管各合营安排在其使用资
产的整个期间可能行使控制权（即，存在转租赁的情况）。 

 在其他情况下，与资产供应商之间的协议可能由（或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将按顺序
使用相关资产的合营安排签订，这使得作业者无权将资产用于其他合营安排。在这种
情况下，认为合营安排是初始合同中的客户可能是恰当的。但这仅适用于：事先即有迹
象表明初始合同是由合营安排或代表合营安排签订的情况。这需要：

– 根据上述情景1至4进行分析来识别客户；以及

– 进行分析以证明在与资产供应商约定的整个期间，各项合营安排有权使用相关资
产。

 当资产对每项合营安排都具有战略重要性时（例如，钻塔），上述论证可能相对简单明
了。这是因为各方在订立此类资产合同时，可能会通过在合同中加入钻探计划，或者以
其他方式要求钻探计划的修改需征得所有参与方的一致同意，以此寻求更高程度的透
明性和保证把握。 

 在本例中，将钻探计划加入合同可以表明：合同是代表合营安排（而不是由作业者作为
主要责任人）订立的。但在实务中，由于钻探计划需要适时改变的灵活性，可能难以按
照这种方式为多项合营安排订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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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存在的前提是，被认定为客户的每项合营安排应在合同指定的日期之间单独有权
主导资产的使用。

 如果作业者是客户且合同包含一项租赁，则有必要确定资产是否被转租给各单项合营
安排（参见情景6）。

例5	–	钻塔被承诺用于多项合营安排

钻塔合同 承诺R
（供应商）

X
（作业者）

K
（共同经营）

L
（共同经营）

X是两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共同经营K和L的作业者。这两个共同经营相互独立，但
其设立目的均是为了开采同一地域内具有相似地质特征的矿区。

作业者X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服务供应商R签订为期三年的离岸钻塔使用合同。已
商定的钻探计划表明：共同经营K将在合同期内的前18个月使用钻塔，共同经营L
将在后18个月使用钻塔。换言之，合同安排表明，共同经营K和L有权在与供应商R
约定的整个期间内使用该钻塔，而作业者X无权将该钻塔用于其他合营安排。共同
经营K和L承诺，将就作业者X支付予供应商R的费用进行补偿。

在本例中，共同经营K和L是与供应商R之间所订合同的客户。共同经营K和L事先
承诺将在作业者X所订的整个合同期间内使用钻塔，这表明：共同经营K和L是合同
当事人并承担与合同有关的负债。共同经营K是合同期内前18个月的客户，因而其
在合同期开始时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共同经营L是合同期内后18个月的
客户，因而其在资产可供使用时（即在第19个月的月初）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

如果共同经营K和L的使用期间不是预先确定，或者如果有关钻塔的使用承诺是灵
活可变的（例如，根据实际情况而非合同条款使用钻塔），使得作业者X在使用期内
有权决定钻塔的使用时间和地点，则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
要额外的信息才能得出结论，这包括作业者X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但在这种情
况下，客户有可能是作业者X（而非共同经营K和L）。

如果作业者X是与供应商R之间所订合同的客户，则需要进一步考虑作业者X是否
向共同经营K和L转租该座钻塔（参见情景6）。

实务情景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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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6	 如果资产被转租给合营安排，应如何处理？

 

作业者是客户

作业者全额确认租赁负债

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16号》对转租赁进行

会计处理

作业者全额确认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资产是否被转租给合营安排？

是 否

 如果作业者从资产供应商处租入一项资产并被认定为客户，并且随后作业者将该项资
产的使用权授予某项合营安排，则作业者应分别核算：

– 作业者与资产供应商之间的主租赁；以及 

– 将该资产转租给合营安排的转租赁。 

 作为出租人，作业者将与合营安排之间的转租赁划分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作业者
使用主租赁中指定的资产的权利，是转租赁中的标的资产——例如，如果作业者将从资
产供应商处租入的钻塔转租给合营安排，那么：

– 钻塔本身是作业者与资产供应商签订的主租赁中的标的资产；以及

– 作业者使用钻塔的权利是转租赁中的标的资产。

 如果转租赁被划分为融资租赁，则作业者应终止确认合营安排其他参与方所控制的那
部分使用权资产，并确认转租赁投资净额。作业者因作为合营安排的一方而控制的自
身使用权资产份额无需终止确认。在转租赁期开始时，已终止确认的使用权资产的账
面金额与新确认的转租赁投资净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损益。对于作业者，这个过程可能
涉及大量的工作。

 如果转租赁是经营租赁，则作业者将继续全额确认使用权资产。因转租赁而从其他参
与方取得的补偿列示为其他收入或租赁收益。 

 在这两种情况下，作业者均继续全额确认其在主租赁下对于资产供应商的负债。

 非作业者核算转租赁的方法，与核算其在由合营安排（或代表合营安排）订立的其他租
赁中所占份额的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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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	钻塔的转租赁

X
（作业者）

R
（供应商）

Y
（非作业者）

Z
（非作业者）

转租赁

钻塔合同
（主租赁）

K
（共同经营）

X、Y、Z三方成立共同经营K以开采某矿区。X被任命为共同经营K的作业者，而Y和Z
为非作业者。X、Y和Z在共同经营K中各自拥有三分之一的权益。

作业者X以其自身名义并作为主要责任人，与供应商R订立了一份为期10年的钻塔
使用合同，并每年支付费用120。作业者X是该合同的客户，且该合同被视为包含一
项租赁。作业者X根据9.5%的折现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各为750）。 

作业者X将钻塔分配给共同经营K，以此换取非作业者Y和Z每年各自支付费用45。 

在本例中，作业者X应确定其是否（作为出租人）与共同经营K（作为承租人）达成
了有关钻塔的转租赁。在确定是否存在转租赁时，共同经营K被认定为客户进行评
估，即作业者X所占合营安排的份额将被考虑在内。

假设存在转租赁，则作业者X应将转租赁划分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在本例中，
作业者X指出，该转租赁涵盖其在主租赁下有权使用钻塔的整个期间，并因此将该
转租赁划分为融资租赁。

在此基础上：

 – 作业者X就该项转租赁应用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非作业者Y和Z所占
使用权资产的份额（即，2/3×750=500）将予以终止确认。

 – 根据非作业者Y和Z各自的年度付款额45和9.5％的折现率，作业者X确认转租赁
中的投资净额566。与评估是否存在转租赁不同的是，转租赁中的出租人会计处
理仅针对非作业者Y和Z所占共同经营K的份额，因为作业者X不能确认对自身
的转租赁安排。 

 – 在转租赁期开始时，作业者X在损益中确认收益66，即：已终止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500）与已确认的转租赁投资净额（566）之间的差额。

实务情景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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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作业者Y和Z根据其作为承租人而在转租赁中各自所占的份额，分别确认使用
权资产和租赁负债，金额均为283（假设共同经营所用的折现率与作业者确定的
折现率并无差别）。 

 – 如果转租赁被划分为经营租赁，则作业者X将继续全额确认使用权资产750，并
将非作业者Y和Z支付的补偿在利润表中确认为租赁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供应商R订立的合同中，无论是共同经营K还是作业者X被认定
为客户，非作业者Y和Z的会计处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因与供
应商R的租赁而产生的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非作业者Y和Z分别核算其所占的
份额；在第二种情况下，对于因与作业者X的转租赁而产生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非作业者Y和Z分别核算其所占的份额。

毕马威见解	—	如果作业者确认一项转租赁会受到何种影响？

如果作业者确认一项转租赁，其损益可能会发生变动。如果转租赁是一项经营租
赁，则波动性可能会更大，因为相关补偿将按直线法确认为经营租赁收益，而主租
赁的成本将前高后低。

如果存在集团内部安排，则可能会出现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会计处理在合并时
无法完全抵销的情况。

毕马威见解	 —	 还有哪些与租赁相关的事项可能会特别影响到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

土地租赁

与勘探或使用矿产、石油、天然气和类似非可再生资源的权利有关的租赁安排，不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的适用范围内。 

在确定土地是否与矿物采掘相关时，将需要根据单项安排的事实和情况进行仔细
的分析。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初衷是以《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租赁》（IAS 17 Leases）
的要求范围为基础，确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的适用范围。预计企业将按
照类似于旧准则下的方法，应用范围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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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多种费率结构的情况下确定租赁负债

如果合同被视为包含一项租赁，则应以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所界定租
赁付款额的合同款项为基础确认租赁负债。例如，固定付款额和实质固定付款额
应计入租赁负债，但取决于销售或使用情况的付款额应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经常会采用多种费率结构，例如，就钻塔租赁而分别应付的待
命费率和作业费率。为了区分用于计算租赁负债的费率与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的
费率，主体可能需要作出重大的判断。

实务情景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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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业者签订
参见情景1、2、4至6

参见情景1、2、5

*  需要根据单项安排的事实和情况进行判断。参见情景5。

参见情景4

参见情景5
参见情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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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是否由合营安排签订？

资产是否被转租给合营安排？

合营安排是客户

作业者全额确认
租赁负债

根据《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6号》
对转租赁进行会
计处理 
参见情景6

作业者全额确认
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

共同经营：各参与方按对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的所占份额进行核算

合营企业：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在合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确认，不
在合营企业各参与方的财务报表中
确认

作业者是客户

作业者是否正式代表合营安排行事，
或者共同经营协议或其他合同/事实/情况

是否明确表明作业者是代表合营安排行事？

该资产是否已预先确定专门用于（多个）合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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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刊物
 本刊物由毕马威国际财务报告小组（KPMG IFRG Limited的一部分）编写。我们谨此向

本刊物的主要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毕马威能源及天然资源专业服务的Serge 
Heidrich 和 Dave Vijfvinkel，以及毕马威英国的 Greg Stinson 和Steven Quinn。

 本刊物参考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6年1月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
租赁》（IFRS 16 Leases）以及于2018年5月1日已发布的部分其他现行准则。

 企业可能需要作出进一步分析和诠释，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环境和各项交易的具
体情况来考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的影响。本刊物所载资料是根据毕马威能源
及天然资源专业服务以及毕马威国际财务报告小组的初步观察编写的，而这些观察可
能会有变化。因此，不论是本刊物还是毕马威出版的其他刊物，均不能代替相关准则及
解释指引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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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前沿资讯及资料
在LinkedIn上关注“KPMG IFRS”或浏览	kpmg.com/ifrs，		
了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资讯。

不论您是刚接触还是正在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您都能通
过上述渠道找到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的简明概
要、复杂要求的详细指引，以及披露范本与披露资料一览表等
实用工具。

提供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的见解、分析及
实务指引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工具包

Insights	into	IFRS
(《剖释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英文版）
帮助您在处理实际交
易和安排时应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

Guid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财务报表指南》，英文版）
根据现行要求提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披
露范本与披露资料一览表。

新生效的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IFRS)与美国
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之比较

问答：公允价计量 汇总财务报表和/       
或剥离财务报表

对现行准则的修订

企业合并与合并报表 列报与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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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8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施做准备……

尽快行动起来
新准则实务指引

您准备好了吗？
行业指引

收入 金融工具

……更多相关资讯及资料

租赁 保险合同

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动态

与银行业相关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会计、审计和财务报告的指引及文献等英文刊物，请访问毕马
威的Accounting Research Online （会计研究在线）。当今世界瞬息万变，这项网上订阅服
务可协助您随时了解最新资讯。现在访问aro.kpmg.com完成注册，即可享受30天的免费
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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