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4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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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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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政部近日发布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 37 号会计
准则”）。主要修订如下：澄清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定义；对某些可回售工具和仅在清算时
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做出特殊规定；完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抵
消的相关规定；完善有关金融工具对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列报方面的规定。 
该修订对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生效，并追溯适用以前年度的比较报表。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修订后的 37 号会计准则。 

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财政部近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定义。新的定义为：在公
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能收到或
者转移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计量。该定义与 2014 年 1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
允价值》中的相关定义一致。该修订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的相关决定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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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终稿 

IASB 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终稿，其整合了 IASB 项目
中的分类和计量、减值及套期会计阶段以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IAS 39）。该版本增加了新的预期损失减值模型，并通过新增针对特定债务工具类型
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FVTOCI）类别及如何应用业务模式和合同现
金流量特征测试的额外指引，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模型作出修订。IFRS 9 的减值模型是基
于在合同开始时针对预期损失计提准备的概念，但所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除外（其实际利率已包含对预期信用损失的考虑）。此外，IFRS 9 引入一个经实质性改革的套
期会计模型，并增加了关于风险管理活动的披露。新模型反映出对套期会计的重大变革，以使
会计处理与风险管理活动更趋于一致，从而主体能够更好地在其财务报表中反映该等活动。
IFRS 9 的强制生效日期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期间开始的年度期间，允许提前采用。请
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及点击这里查阅有关 IFRS 9 的《投资
者视角》。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407/t20140711_1111980.html
http://gs.mof.gov.cn/lanmudaohang/zhengcefagui/201407/t20140730_1119940.html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7/ifrs-9?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PressRelease/Pages/IASB-completes-reform-of-financial-instruments-accounting-July-2014.aspx
http://www.ifrs.org/Investor-resources/2014-Investor-Perspectives/Pages/IFRS-9-A-Complete-Package-for-Investors-July-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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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资源小组讨论新收入准则的实施 

在其于 2014 年 7 月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收入联合过渡资源小组（TRG）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FASB）和 IASB 成员讨论了实施 FASB 与 IASB 的新收入准则涉及的潜在事项。 
在会议中讨论的主题包括： 
• 确定提供互联网相关无形商品和服务安排的主体是当事人还是代理人。 
• 确定特定的向客户开出账单的金额是应当作为收入还是成本的抵减列报。 
• 在同时包含许可证及许可证以外的商品或服务的合同中，基于出售及基于使用的特许使用

费。 
• 在已资本化的合同成本减值测试中包括续约期。 
TRG 旨在寻求获得涉及实施会计准则汇编(ASC) 606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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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的潜在事项的反馈意见。通过分析和讨论潜在实施事
项，TRG 将协助 FASB 和 IASB 确定其是否需要采取额外措施，例如作出澄清或发布其他指
引。请点击这里查阅有关《TRG 概览》的更多信息。 

IASB 2014 年 7 月工作计划更新 

IASB 在 7 月举行会议及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后更新了其工作计划。更
新后的计划删除了已完成的减值项目以及针对 IFRS 9 有限范围的重新考虑。修订后的计划还更
新了保险合同、租赁和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项目的预计再审议期，并延长了概念框架项
目征求意见稿的预计时间。该计划同时反映了 IASB 终止 2013-2015 周期年度改进项目以开始
新的 2014-2016 周期年度改进项目的决定，IASB 对于一些研究项目进行讨论的预期时间也作出
了更新。请点击这里查阅更新后的工作计划。 

中小型企业实施小组启动针对 IASB《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建议流程 

中小型企业实施小组（SMEIG）已启动一个流程，以编制一份报告详述其关于 IASB 征求意见
稿《对<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建议修订》的建议。该报告将考虑反馈意见者和中小
型企业实施小组成员个人的意见。为指导该流程的开展，中小型企业实施小组发布了三份议程
文件，其将涵盖：背景信息；征求意见稿中具体问题涉及的事项；以及反馈意见者提出的其他
问题。中小型企业实施小组计划在 9 月 8 日前收集其成员作出的全部回应。相关回应将被纳入
一份单独的报告中，并在完成后发送至 IASB 以供其在开始重新审议该征求意见稿时加以考
虑。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 

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在 2014 年 7 月的会议上批准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
职责范围的次要目标进行修订，以将工作重心从推广和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向鼓励广泛参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转移。该修订旨在澄清任何有关其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误解。请点击这
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us/trg-snapshot/revenue-july-2014?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7/work-plan-2?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SME/Pages/SME-Implementation-Group-papers-available-online-July-2014.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Updated-Advisory-Council-Terms-of-Reference-July-2014.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Updated-Advisory-Council-Terms-of-Reference-July-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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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将于 2014 年 10 月 6 日到 7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该英语和西
班牙语会议将包括针对 IASB 有关主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讯息及其未来计划的讨论。此
外，该会议将侧重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披露的改革及对一致实施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支持。
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副主席 Ian Mackintosh 和 IASB 成员 Amaro Gomes、Darrel 
Scott 和 Mary Tokar 将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之间的进一步计划合作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通过近期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基金会和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合作协议声明》宣布双方机构将
加深其在一致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的合作。双方识别出互助合作的 3 个新领域。在协议
声明中列出的新合作领域如下：作为 ESMA 因草拟供欧盟上市主体在电子报备中使用的监管技
术准则的使命而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进行评估的一部分，IASB 工作人员将与 ESMA
进行交流；IASB 工作人员将说明其预期在实施其新的或经重大修订的准则时最可能面临的主
要压力；以及 ESMA 将提请 IASB 关注由金融创新及其他新进展导致的新出现的财务报告事
项。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及点击这里查阅该协议声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的继续委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近期宣布继续委任 6 名现任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
人。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监督理事会批准，以下受托人获继续委任：Michel Prada（受
托人主席，欧洲）；Ronald Arculli（亚洲-大洋洲）；Chandrashekhar Bhaskar Bhave（亚洲-
大洋洲）、Callum McCarthy 爵士（欧洲）、Marco Onado（欧洲）和 James Quigley（北美
洲）。所有继续委任的受托人将履行其第二个 3 年的任期，且任期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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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将举行金融机构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将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在伦敦举行针对金融机构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议，以探讨关键准则和 IASB 的当前项目。
会议发言人包括 Ian Mackintosh、IASB 副主席、其他 IASB 成员、IASB 资深技术工作人员及
其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专家。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关于作为全球准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新刊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作为全球准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掌中宝 2014》。该指引
提供了全球 130 个国家及其他司法管辖区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采用情况的概览。有关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使用情况的汇总是基于国家准则制定机构及其他机构针对前 IASB 成员及德勤香港前
任专业技术总监 Paul Pacter 开展的调查作出回应时所提供的信息。请点击这里了解订购详
情。 
 

http://www.iiribcfinance.com/event/IFRS-Foundation-Conference-Mexico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7/esma-ifrsf?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Documents/ESMA-IFRS-Foundation-Statement-of-Protocols-July-2014.pdf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Reappointment-of-IFRS-Foundation-Trustees-July-2014.aspx
http://www.icaew.com/events/2014/december/mscpd141208-ifrs-foundation-conference
http://shop.ifrs.org/ProductCatalog/Product.aspx?ID=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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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4 年 7 月 22 – 24 日的会议记录。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4 年 7 月 15 – 16 日的会议记录。 

德勤刊物 

在 7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刊物 

2014 年 7 月 29 日 IFRS 聚焦： IASB 完成 IFRS 9 准则终稿，变更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
量并引入了预期损失减值模型（该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2014 年 7 月 25 日 IFRS 项目见解：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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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的相关活动 

新准则和会计公告 

HKICPA于2014年7月发布了下列准则和会计公告： 
•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HKFRS 15）  
• 《会计公告第5号——按照香港<公司条例>第622章编报业务审视的指引》（AB 5） 
AB 5就按照《公司条例》（第622章）（“新《公司条例》”）的规定编报业务审视提供了一般
指引。AB 5阐述了业务审视应当包含的关键要素，包括为符合新《公司条例》的最低要求而必
须披露的特定事项的详情。 您可点击这里查阅AB 5。 

有关从原《公司条例》（第 32 章）过渡至新《公司条例》涉及的财务报告事项的问答 

HKICPA设立了一个新《公司条例》资源中心网页，以有助于使用者查阅相关资源及协助使用
者了解和遵循新《公司条例》。同时，HKICPA编制了一套问答，以便就应用新《公司条例》
时涉及财务报告的过渡性及非过渡性事项提供非强制性指引。 
您可点击这里查阅关于过渡性事项的问答，及点击这里查阅关于非过渡性事项的问答。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4/july/july?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14/july/july?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9?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FRS%209_cn.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roject-insights/insur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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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1.hkicpa.org.hk/ebook/HKSA_Members_Handbook_Master/volumeII/ab5.pdf
http://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standards/new-co/predecessor-co-index/
http://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standards/new-co/predecessor-co-index/
http://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standards/new-co/qa-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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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刊物 

关于新收入准则的简讯 

继 HKICPA 发布 HKFRS 15 之后，专业技术部发布了一份简讯，其强调了新收入准则的关键
特征并提供相关链接以供读者访问概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
（IFRS/HKFRS 15）将如何影响不同行业的其他德勤刊物。请点击这里查阅该简讯。 

有关新《公司条例》的德勤刊物 

专业技术部发布了一份简讯，其概括说明了新《公司条例》中可能对会计产生影响的若干领
域。例如： 
• 新《公司条例》废除股份面值的规定应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反映及相关的会计影响。 
• 新《公司条例》如何简化年度财务报表的披露。 
该刊物同时包括一系列涉及财务报表编制的常见问题。请点击这里查阅该简讯。 
 

审计 

香港 

 对香港审计和鉴证公告的修订 

若干审计和鉴证公告已针对新《公司条例》作出更新，包括已明晰化的《香港审计准则第 700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意见和报告》（HKSA 700）、已明晰化的《香港审计准则第 705 号—
—非标准意见的独立审计师报告》（HKSA 705）、和应用指引 600.1《审计师遵循香港<公司
条例>(第 622 章)进行报告》（“PM 600.1(修订版)”）。 
对相关香港审计准则的主要修订列示如下；该等修订适用于自新《公司条例》的生效日或以后
日期开始的公司年度期间（即，自 2014 年 3 月 3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财务期间）： 
• 使章节索引与新《公司条例》保持一致； 
• 修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范例； 
• 修订了声明书范例；以及 
• 修订了审计师报告范例。 
反映上述变更的更新后的事务所模板将于稍后发布。 
PM 600.1(修订版)的若干主要变更如下： 
• 新增了关于遵循新《公司条例》第 406(2)条针对董事报告的新报告规定；  
• 更新了针对合并财务报表中控股公司财务状况表的披露要求；  
• 新增了关于根据新《公司条例》第 412 条提升审计师权利的指引；以及 
• 对于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同报告日的指引，修订了提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

—合并财务报表》（HKFRS 10）的索引。 
P 600.1(修订版)对自 2014 年 3 月 3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不允许提前采用。香
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对相关香港审计准则和 PM 600.1(修订版)若干更多的主要变更进行
了汇总，您可点击这里查阅详情。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hong-kong/hkfrs-update/hkicpa-revenue/at_download/file/HKFRS%2015.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hong-kong/co/new-co-affects/at_download/file/HK%20New%20Companies%20Ordinance.pdf
http://app1.hkicpa.org.hk/hksaebk/HKSA_Members_Handbook_Master/updates/update1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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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改革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征求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新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与现行
制度相比，新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增加了有关主动退市和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的规定，并列
举了其他强制退市指标，强化了有关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的规定。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4 年
8 月 5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相关通知和获取新退市制度征求意见稿。 

中国证监会就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修订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两个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两个征求意见稿大幅减少了不属于
借壳上市的上市公司重组与收购交易的审批要求，澄清了借壳上市的定义，明确借壳上市等同
IPO 及创业板禁止借壳上市，并强化了有关的事中和事后监管规定。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4
年 8 月 11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两个
征求意见稿。 

香港 

香港联交所 

经修订的指引文件和核对表 
2014 年 7 月 1 日，联交所修订了三份有关上市发行人的指引文件和多份有关上市发行人的核
对表/表格。经修订的指引文件和相关链接如下： 
1. 经修订的《有关公告须由交易所预先审阅的规定及选择标题类别的指引》 （链接）（中文

版请点击这里）； 
2. 经修订的《有关审阅上市发行人已刊发的公告及公告刊发前交易安排事宜的处理常规及程序

指引》（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及 
3. 经修订的《有关股东大会的指引》（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此外，联交所发布了下列致发行人函件： 
1. 有关遵守《企业管治守则》的指引的致发行人函件（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及 
2. 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致发行人函件 — 要求参与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调查（链

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因应关于关连交易的《上市规则》修订而新颁布和经修订的指引文件 

关于关连交易的《上市规则》修订已于 2014 年 7 月 1 日生效（相关修订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
发布）。联交所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发布了因应该等修订而新编制的常问问题和经修订的指引
文件。新发布和经修订的文件包括： 
1. 经修订的常问问题系列二十八，新增十四条问题（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407/t20140704_257272.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407/t20140711_257665.htm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guidref/Documents/2014_prevet_guide.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guidref/Documents/2014_prevet_guide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guidref/documents/ai_postvet.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guidref/documents/ai_postvet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guidref/Documents/gm_guide.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guidref/Documents/gm_guide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0702.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0702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0808.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0808.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letter/Documents/20140808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Documents/FAQ_28.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Documents/FAQ_28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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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其他常问问题系列一、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七、二十及二十六 （链
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3. 更新 39 则上市决策（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4. 更新诠释函件（LEGL03-08）（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5. 更新三份指引信（GL73-14、GL76-14 和 GL77-14）（链接）（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证监会 

《企业规管通讯》 
证监会发表首份《企业规管通讯》，以配合为改善上市公司及上市申请人的披露质素而制订的
措施。所述主题有： 
1. 加强关注企业行为 
2. 披露的重要性 
3. 有责任提交高质素的上市申请文件 
您可点击这里下载该通讯（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房地产投资信讬基金守则》的咨询总结 

证监会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发表有关修订《房地产投资信讬基金守则》的咨询总结（咨询总
结）。旨在为房地产投资信讬基金提供灵活性以投资于（i）物业发展活动及（ii）金融工具的
建议已于 2014 年 1 月公布。证监会将落实该等建议，并因应所收到的意见作出若干修改和修
订。经修改的《房地产投资信讬基金守则》将在刊宪后生效。证监会亦会透过一系列常见问题
向业界提供更多实用的指引。您可点击这里下载该咨询总结副本。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faq.htm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faq.htm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rulesfaq/faq_c.htm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dec/2014listdec.htm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dec/2014listdec_c.htm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interltr/documents/legl03-08.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interltr/documents/legl03-08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guidance2.htm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guidance2_c.htm
http://www.sfc.hk/web/files/ER/Reports/CRN/CR_20140704.pdf
http://www.sfc.hk/web/TC/files/ER/Reports/CRN/CR20140707c.pdf
http://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onsultation/conclusion?refNo=14CP2
http://edistributionweb.sfc.hk/t/j-l-ihhtlrd-drttjhlyk-r/
http://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onsultation/conclusion?refNo=14C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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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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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