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4 年 12 月内国内外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事务等有关的最新
资讯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的内容主要涉及： 

• 财务报告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相关的活动及其最新进展，并简要介绍德勤发布的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出版
物。 

• 审计相关资讯，我们将主要关注中国大陆、国际和中国香港的相关活动及其准则的最
新进展。 

• 监管事务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大陆和香港监管事务的最新进展。 

• 其他重要的咨询，我们将重点关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
有关的最新信息。 

我们热忱欢迎诸位对《每月技术资讯更新》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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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石油石化行业》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石油石化行业》，对大中型石油和石化企业的成
本核算做出规定，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的相关通知并获取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石油石化行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IASCF）/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
委员会的相关活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新委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于 12 月公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临时委
任。德勤美国合伙人及全国会计准则和沟通总监 Robert Uhl 获得委任。Robert Uhl 是在
Laurence Rivat 离任后被委任，因此该临时委任将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终止。欧洲财务报告咨
询小组（EFRAG）代理主席及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会计委员会的非执行主席 Roger Marshall
同时获委任担当 EFRAG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的代表。Roger Marshall 的委任亦为
临时性质且将在 EFRAG 常任主席上任后终止。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 

IASB 披露项目的网络简报 

IASB 工作人员将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就 IASB 披露项目及其相关项目的最新资讯举行实时网
络简报。该简报（包括问答环节）将于伦敦时间上午 10 点开始并持续约 45 分钟。该网络简报
可免费收听，但需进行注册。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及注册详情。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有关 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额外建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建议临时发布文件包
3》以征询公众意见。建议的临时发布文件包含额外的分类标准概念，反映了 IASB 发布的新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改进，以及专业技术最新资讯和有关更正。
该建议的临时发布文件包特别包含针对 2014 年 7 月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
融工具》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有限范围修订的分类标准要
素。建议的临时发布文件包的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5 年 2 月 17 日。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
闻稿。 

 

 

http://www.mof.gov.cn/pub/kjs/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412/t20141229_1173216.html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Interim-Interpretations-Committee-appointments-December-2014.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Meeting/Pages/Live-web-presentation-on-the-IASBs-Disclosure-Initiative-on-29-January-2015.aspx
http://www.ifrs.org/XBRL/IFRS-Taxonomy/Pages/Proposed-Interim-Release-3-to-the-IFRS-Taxonomy-2014-published-for-public-com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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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最新一期《IASB 投资者最新资讯》简讯已发布 

IASB 发布了最新一期《IASB 投资者最新资讯》简讯，以使投资者能够迅速获悉有关现行会计
和财务报告事项的信息。本期涵盖： 
• 新的“财务报告中的投资者”项目聚焦； 
• 我们需要您的见解：我们关于债务披露的新建议； 
• 概要：IASB 成员 Patrick Finnegan 探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发展及与投资界的互动；以及 
• 密切关注近期事件及与 IASB 投资者工作小组会面。 
请点击这里查阅最新一期《IASB 投资者最新资讯》简讯。 

IASB 发布 2014 年 12 月的工作计划更新 

IASB 召开 12 月份的会议，并发布了两份修订终稿及源自实施项目的一份征求意见稿，随后
IASB 更新了其工作计划。对计划只有小的修改。请点击这里查阅更新后的工作计划。 

IASB 确定关于投资性主体豁免应用的修订终稿 

IASB 近期发布了《投资性主体：合并豁免的应用（对 IFRS 10、IFRS 12 和 IAS 28 的修
订）》。有关修订旨在应对在应用针对投资性主体的合并豁免时所产生的事项。该修订引入的
变更澄清了： 
• 作为投资性主体的子公司的母公司主体可采用针对中间母公司的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豁免，

即使该投资性主体以公允价值计量其所有子公司。 
• 提供与母公司投资活动相关服务的子公司若其本身是投资性主体，则不应纳入合并范围。 
• 在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时，投资性主体的非投资性主体投资者可保留该联营企

业或合营企业针对其在子公司中的权益采用的公允价值计量。 
• 以公允价值计量其所有子公司的投资性主体应提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IFRS 

12）所规定的涉及投资性主体的披露。 
有关修订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且必须予以追溯应用，允许
提前采用。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发布披露项目下的 IAS 1 的修订终稿 

IASB 近期发布了《披露项目（对 IAS 1 的修订）》。有关修订旨在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作出澄清，以应对妨碍编制人在财务报告编报过程中运用判断的因素。该修订引
入的变更如下： 
• 澄清不应通过汇总或提供不重要的信息致使有用的信息变得模糊，而对重要性的考虑适用于

财务报表的所有组成部分，并且即使某项准则要求提供特定披露，对重要性的考虑仍然适
用。 

• 澄清需在财务状况表和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中列报的单列项目清单可按照其相关性予以分
解和汇总，并就该等报表中的小计项目提供了额外指引；同时澄清，主体在以权益法核算的
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所占的份额，应当根据其后续是否将重分类至损益而
汇总为一项单列项目进行列报。 

http://www.ifrs.org/Updates/Investor-Updates/Documents/IASB_Investor%20Update_December_2014.pdf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12/work-plan?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nvestment-entities-1?id=en:link:ifrs_on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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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了编排附注结构可选方式的额外示例，以澄清在确定附注的列报顺序时应考虑可理解性
和可比性，并删除了被认为可能不实用的关于识别重大会计政策的指引和示例。 

有关修订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请点击这里
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发布披露项目下的 IAS 7 的建议修订 

IASB 近期发布了建议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的征求意见稿。
有关修订旨在对 IAS 7 作出澄清，以改善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的关于主体筹资活动和流动性
的信息。在征求意见稿中，IASB 建议的修订旨在实现两个目标： 
• 改善关于主体筹资活动（不包括权益项目）的信息：IASB 建议，对于其现金流量已经或将

会在现金流量表中划归为筹资活动的每一个财务状况表项目（不包括权益项目），主体应当
披露在期初和期末财务状况表中相关金额的调节表。 

• 改善关于主体流动性的披露：IASB 建议，应通过增加对于影响主体使用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余额之决定的限制（包括因汇回境外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余额而产生的所得税负债）须提供的
披露来进一步扩充有关披露。 

征求意见稿并未包含建议的生效日期。然而，征求意见稿建议有关修订应采用未来适用法且不
包含进一步的过渡性规定。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
稿，及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有关金融危机会计核算的小组讨论 

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举行的联合
会议上，金融和会计业界的领导人开展了一个小组讨论探讨会计核算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小
组讨论由 Simon Nixon（《华尔街日报》欧洲首席评论员）主持，并听取了 Winfried Bischoff
爵士（财务报告委员会主席）、Mike Ashley（巴克莱银行审计委员会主席）、Vincent Papa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财务报告政策总监）、Sue Lloyd（IASB 成员）及 Hugh Shields（IASB
执行技术总监）对此发表的观点。请点击这里观看相关的视频。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公布新受托人副主席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公布监督委员会对委任 Ronald Arculli 和 Harvey Goldschmid
为受托人副主席的确认。该委任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将接替于任期结束时卸任的
Tsuguoki Fujinuma 和 Robert Glauber 。Ronald Arculli 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前主席
及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前主席；Harvey Goldschmid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及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前委员。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 

Ian Mackintosh 先生在美国会议上的演讲 

在 12 月份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有关美国证监会（SEC）
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当前进展的会议上，IASB 副主席 Ian Mackintosh
先生参加了专家小组讨论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Ian Mackintosh 先生探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1-amendments?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1-amendments?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Publication/Pages/IASB-makes-progress-on-improving-the-effectiveness-of-disclosure-in-financial-reporting-December-2014.aspx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7-amendments?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Features/Pages/Panel-discussion-accounting-and-the-financial-crisis-December-2014.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PressRelease/Pages/Trustee-vice-chair-appointments-December-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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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全球范围取得的成功，并指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众多美国公司的相关性日益显著。Ian 
Mackintosh 先生讨论了趋同项目，强调了基本已完成的租赁项目的重要性，并表明尽管趋同并
非一个完美过程，但其进展顺利且已取得重大成果，而两套准则之间的相似性大大超出其差异
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Ian Mackintosh 先生提及美国 SEC 首席会计师 James Schnurr 在较
早前会议中提出的，关于允许在美国自愿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补充之可能性的意见。Ian 
Mackintosh 先生指出，其对有关讨论被重新纳入议程及 James Schnurr 在就任首席会计师后
的两个月内努力致力于加快该进程感到欣慰。请点击这里查阅 Ian Mackintosh 先生的演讲。 

2015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蓝皮书”现已发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 2015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订本（不包括可提前采用的内
容）（俗称“蓝皮书”）。该蓝皮书包含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强制生效的所有正式公告，但并不
包括生效日期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发布编辑更正 

IASB 发布了 2014 年第三批编辑更正。此类编辑更正对相应修订、单项准则、及 IASB 的
“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引”、“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蓝皮书）”和“2014 年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红皮书）”构成影响。涉及相应修订的编辑更正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进：
2012-2014 年周期”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构成影响。涉及
个别公告的编辑更正对《投资者与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之间资产的出售或投入（对 IFRS 10 
和 IAS 28 的修订）》及 IFRS 9 构成影响。涉及“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红皮书）”、
“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引”和“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蓝皮书）”的编辑更正对《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IFRS 3）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41 号》（IAS 41）构成影响。编辑更
正并未更改有关公告的含义或应用，而是对无意造成的错误作出更正。请点击这里查阅此类编
辑更正的完整详情。 

领先投资公司参与新 IASB 反馈计划 

IASB 宣布推出新“财务报告中的投资者”计划，旨在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投资公司承诺开展持续对话、确保该计划获得其高管人员支持及可
接触其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作为回报，IASB 承诺提供增加投资者对准则制定之影响力的
更完善渠道、开发专门针对投资者的网播、就建议变更提供以投资者为导向的文章、提供
IASB 成员和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并提供着重关注投资者的教育课程。请点击这里了解有关
该新计划的更多信息。 

Hans Hoogervorst 先生探讨欧洲即将开展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采用情况的评价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会议上，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先生
发表了题为“建立可靠的资本市场联盟”的演讲。Hans Hoogervorst 先生对欧洲的积极举措表示
欢迎，并指出适当监管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于吸引全球资本的重要性。

http://www.ifrs.org/Alerts/Conference/Documents/2014/Ian-Mackintosh-Washington-remarks-December-2014.pdf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12/blue-book-2015?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IFRSs/Documents/Editorial%20corrections/Editorial-Corrections-November-2014.pdf
http://www.ifrs.org/Alerts/PressRelease/Pages/IASB-launches-Investors-in-Financial-Reporting-December-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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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Hoogervorst 先生还探讨了欧盟委员会即将开展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欧盟采用情况的
评价。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及点击这里查阅 Hans Hoogervorst 先生的演讲全文。 
 
IASB 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4 年 12 月 16 日的会议记录。 

德勤刊物 

在 1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刊物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4 年 12 月 16 日 

IFRS 聚焦：IASB 发布关于投资性主体豁免的应用对 IFRS 10、
IFRS 12 和 IAS 28 作出的修订（该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IFRS 聚焦：IASB 发布披露项目下的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
现金流量表》的建议修订 

IFRS 聚焦：IASB 发布披露项目下的对 IAS 1 的修订（该简讯同
时亦有中文版） 

IFRS 聚焦：2014 年总结（该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2014 年 12 月 17 日 iGAAP 2015：卷 A：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报告指引 

iGAAP 2015：卷 B：金融工具 – IFRS 9 及相关准则 

iGAAP 2015：卷 C：金融工具 – IAS 39 及相关准则 

请点击这里查阅以往发布的《IFRS 聚焦简讯》。许多《IFRS 聚焦简讯》的中文翻译均可从德
勤的中国主页获取。德勤 IAS Plus 网站的中文网站 www.casplus.com 亦有更多中文的资源。
请点击这里查阅以往发布的其他德勤刊物。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 

财务汇报局（"FRC"）的相关活动 
财务汇报局发布了2014年12月电子简讯，探讨了下述会计和/或审计个案调查： 
• 嵌入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 使用估值专家的工作作为审计证据；及 
• 审计质量控制复核。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12/hoogervorst-speech-011214?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Conference/Documents/2014/Speech-Hans-Hoogervorst-EU-December-2014.pdf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4/december/decem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nvestment-entities-1?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FRS%2010_cn.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7-amendments?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as-1-amendments?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IASB%20issues%20amendments%20to%20IAS%201%20under%20the%20Disclosure%20Initiative_cn.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closing-out-2014?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losing%20OUT%202014_cn.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gaap-2015-a?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gaap-2015-b?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gaap-2015-c?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iasplus/iasplus.htm
http://www.iasplus.com/country/china.htm#ifrsinfocus
http://www.casplus.com/
http://www.iasplus.com/dttpubs/pubs.htm
http://frc.org.hk/enews/FRC_newsletter_Dec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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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
知》，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加强质量控制体系，认真做好财
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和项目信息报备，并具体指出注册会计师应特别关注以下事项：收入
确认和计量；关联方交易；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政府补助；重大非常规交
易；持续经营；集团审计。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注协发布 7 项审计准则问题解答 

中注协近日发布 7 项审计准则问题解答，就与以下事项相关的实务问题提供详细指引：会计分
录测试；重要性及评价错报；项目质量控制复核；集团财务报表审计；会计估计；货币资金审
计；持续经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的相关通知和获取该 7 项问题解答。 

中注协提示两家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关注农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通过会见和书面沟通，中注协提示两家证券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关注与农业上市公司
年报审计相关的审计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中注协新闻稿。 

中注协提示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关注与发生会计估计变更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相关的
风险 

中注协约见一家证券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提示其关注与经常变更其会计估计的上市
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相关的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中注协新闻稿。 
 

香港 

就应用指引 810.2《<保险公司条例>规定的授权承保人之审计师的职责》（修订版）（“PN 
810.2 (修订版)”）的征求意见稿征询公众意见 

建议的 PN 810.2 (修订版)已作出更新以便与新香港《公司条例》的要求保持一致。此外，PN 
810.2 (修订版)作出了下述的若干其他变更： 
• 更新了第 16 段、附录 2 示例 4(a)和 4(b)中关于境外保险公司之香港分公司拟提交的财务信

息的报告要求，并在附录 5 阐述了相关的过渡性安排； 
• 修订了第 28c 段中的措辞以使其与附录 2 示例 4(a)保持一致； 
• 在第 59 段中新增了有关雇员报酬总保费产生的年度收益的指引； 
• 更新了附录 2 和附录 4 中的审计和鉴证报告范例；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412/t20141217_46262.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501/t20150105_46327.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412/t20141230_46304.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501/t20150107_46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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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了附录 2 示例 4(a)附表 3 第 8 部分中，针对承保人按照《公司条例》编制一套综合财
务报表及按照《保险公司条例》编制财务信息的报告要求，以使审计师能够就该报告发表真
实和公允的意见，并在附录 5 阐述了相关的过渡性安排； 

• 新增了附录 5 以阐述过渡性安排；以及 
• 其他相应的细微修订。 
您可点击这里查阅 PN 810.2 (修订版)的征求意见稿。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披露规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主要修订为：增加借壳上市申
请文件清单，以及修订不属于借壳上市的重大资产重组要求披露的财务信息，等等。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公告和获取《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一般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
般规定（2014 年修订）》（“15 号规则”），主要修订包括：根据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增加新
的、详尽的披露；基于重要性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披露；要求根据实体生产经营的具体特定披露
会计政策；要求同时依据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规则中的关联方定义披露关联方及关
联交易。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公告和获取 15 号规则。 

中国证监会修订境外首次公开发行及增发股份申请文件清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行政许可事项】 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募集股份及上市（包括增发）
审批”，并修订了其中的申请文件清单。提交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经审计财务报表的要求已被
删除。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该文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近日发布《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过以下方式
简化境外上市相关的外汇运营：减少审批要求；放松相关外汇汇款的限制；简化报告和登记程
序。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外管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http://www.hkicpa.org.hk/file/media/section6_standards/standards/Audit-n-assurance/ed-2014/i2cpn8102rev.pdf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412/t20141226_26566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412/t20141226_26570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14/200804/t20080430_23384.htm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jwrzyyjzjgl/node_zcfg_zbxm_kjzwtz_store/2b43250046c2d7e385b5972e8e797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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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联交所 

《检讨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守则>」）：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咨询总结》 
联交所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刊发了上述咨询总结及相关的《主板上市规则》和《创业板上市

规则》的修订。同时亦刊发了一套相关的常问问题。 
总括而言，《守则》的主要修订包括： 
• 在适当情况下将风险管理加入《守则》； 
• 界定董事会及管理层的角色与职责； 
• 厘清董事会有持续责任监察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 
• 有关发行人要每年检讨其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有效性、并于《企业管治报告》内作出

披露的要求，将由建议最佳常规（即为自愿性质）提升至守则条文（即「不遵守就必须作出
解释」）；及 

• 将发行人应设有内部审核功能由建议最佳常规提升至守则条文，而没有内部审核功能的发行
人应每年检讨是否需要增设此项功能。 

《守则》的修订将对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会计期间生效。 
您可通过下述级链接查阅相应材料： 
• 有关《检讨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咨询总结》的致发行人函

件（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 主板上市规则修订（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 创业板上市规则修订（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 常问问题（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证监会 

对《证券及期货条例》建议修订的咨询 
证监会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就建议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以便向海外规管者提供监管协
助，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咨询。 
在受多项条件限制及保障的情况下，有关修订建议将容许证监会透过向持牌公司或其有连系法
团作出查讯及取得部分纪录和文件的方式，按请求以局限的形式向海外规管者提供监管协助。
修订建议将令到在多个司法管辖区经营的受规管公司得到更有效和全面的监管，并提供更多机
遇，让香港的受规管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能进入海外市场。修订建议给予证监会酌情权以决定是
否向海外规管者提供监管协助，但不会施加这方面的责任。海外规管者透过这种方式所取得的
资料只可用于非执法目的。 
该等建议仅限于就断定遵循海外规管者所执行的法律规定或规管性规定的合规情况，或确定对
海外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所构成的风险而提出的协助请求，而上述合规情况和风险是关乎受证监
会及该海外规管者所规管的持牌公司。建议将不会影响本身及其集团公司均不受海外规管者规
管的香港持牌公司。 
请点击这里查阅该咨询文件。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1219.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1219.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1219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mbrulesup/Documents/mb_rmic_1601.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mbrulesup/Documents/mb_rmic_1601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gemrulesup/Documents/gem_rmic_1601.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gemrulesup/Documents/gem_rmic_1601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Documents/FAQ_30.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Documents/FAQ_30_c.pdf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consultation/openFile?refNo=14C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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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全球 
 
Deloitte （“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德勤有限公司”） ，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员所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德勤有限公司与每一个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
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中有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的详细描述。 
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德勤成员所网络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及地区，凭借其世
界一流和高质量专业服务，为客户提供深入见解以协助其应对最为复杂的业务挑战。德勤拥有超过 200,000 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追求卓越，树
立典范。 

关于德勤大中华 

作为其中一所具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事务所，我们在大中华设有 22 个办事处分布于北京、香港、上海、台北、成都、重庆、大连、广州、杭
州、哈尔滨、新竹、济南、高雄、澳门、南京、深圳、苏州、台中、台南、天津、武汉和厦门。我们拥有近 13,500 名员工，按照当地适用法规
以协作方式服务客户。 

关于德勤中国 

德勤品牌随着在 1917 年设立上海办事处而首次进入中国。目前德勤中国的事务所网络，在德勤全球网络的支持下，为中国的本地、跨国及高增
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审计、税务、企业管理咨询及财务咨询服务。在中国，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一直为中国的会计准则、税务制度与本地专
业会计师的发展贡献所长。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 “德勤网络”）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
务。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信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2014。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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