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5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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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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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的会计准则制度类规范性文件清单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的会计准则制度类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基于
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该文件确认 38 份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相
关的文件已废止或失效。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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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范围的采用情况撰文 

IASB 成员 Philippe Danjou 为《Finance & Gestion》撰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在全球范围的采用情况。 
该文章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编制的司法管辖区概况，阐述了自欧盟于 2005 年采纳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以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采用情况的进展。Danjou 先生述及自 2005 年后已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许多司法管辖区，以及尚未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司法管辖区（包括中
国和美国），并指出从该分析中吸取的三个经验：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现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显著作用 – 大部分司法管辖区均已对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的应用做出承诺，并且已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司法管辖区拥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财
富。 

• 欧盟继续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使用者，但不再占主导地位。 
• 财富 500 强企业中，有 52%的公司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 29%的公司应用美国公认会

计原则（US GAAP）。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Danjou 先生的文章（英文翻译版）。 

IASB 发布关于保险的“投资者视角” 

IASB 发布其“投资者视角”系列最新一期的内容。在本期中，Stephen Cooper（IASB 成员）阐
述了有关 IASB“保险合同”项目的最新资讯。 
Cooper 先生描述了在审议过程中涉及实务事项的四大进展。该等关键进展包括： 
• 保险合同负债的当前及最新的计量； 
• 仅当相关时才使用基于资产的折现率； 
• 在服务交付时确认利润；及 
• 承认保险在许多方面与其他行业并无显著差异。 
此外，Cooper 先生指出 IASB 的下一步工作之一是解决涉及分红合同利润确认模式的事项。请
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3/t20150302_1196572.html
http://www.ifrs.org/Features/Documents/Philippe-Danjou-article-Extension-of-scope-of-IFRS-February-2014.pdf
http://www.ifrs.org/Alerts/Publication/Pages/Investor-Perspective-Insurance-contracts-accounting-Are-we-there-yet-February-20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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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发布工作计划更新 

IASB 在 2 月份会议后发布了新的工作计划。经修改的工作计划将《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的
目标发布日期改为 2015 年第 2 季度。应注意的唯一一项其他变动是一个研究项目范围和名称
的更改。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工作人员发布关于租赁项目的最新资讯 

IASB 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文件，概述了即将发布的租赁准则所界定的租赁的定义，以及 (1) 随
附的评估合同是否为一项租赁的指引，(2) 有关决定的汇总，及 (3) 反映假设情形的示例。 
IASB 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一份修订后的征求意
见稿以改善租赁的会计处理。IASB 和 FASB 即将结束其审议工作并将在未来数月内决定生效
日期。根据这一最新资讯，预计 IASB 将于 2015 年年底前发布新租赁准则（这与 IASB 预计在
2015 年下半年发布该准则的现行工作计划稍有不同）。请点击这里访问 IASB 网站，及点击这
里查阅德勤的租赁项目页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任命咨询委员会的两位新任副主席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任命 Gavin Francis 和 Goro Kumaga 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
员会的副主席。Francis 先生是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代表并担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副首席财务
官。Kumagai 先生是日本证券分析师协会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瑞穗证券
有限公司战略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德勤中国合伙人及德勤亚太地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卓越中
心负责人 Stephen Taylor 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成员。请点击这里查阅 IASB 网站上
的新闻稿。 

IASB 和 FASB 讨论可能对联合收入确认指引作出的澄清 

在 2 月 18 日星期三举行的联合会议上，IASB 和 FASB 讨论了其联合收入过渡资源小组
（TRG）识别出的与其趋同准则“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 （IASB 发布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 15 号》及 FASB 发布的《会计准则更新》（ASU）2014-09）的实施相关的事项。特别
是，IASB 和 FASB 探讨了是否应当澄清似乎导致一些财务报表编制人遇到实施问题的该准则
的某些方面。 
IASB 和 FASB 单方面或双方均会考虑作出修订或澄清的主题包括：确定主体授予知识产权许
可证的承诺的性质，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所承诺的商品或服务层面相关的履约义务，评价已
承诺的商品和服务是否可明确区分，及确定发货和经办服务是合同所承诺的服务还是履约成
本。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及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FASB 网站的 IASB 和 FASB 的意向性
决定。 

IASB 响应欧盟绿皮书并指出资本市场联盟将受益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欧盟委员会发起一个项目，通过建立单一资本市场来刺激欧盟经济增长。“资本市场联盟”旨在
打破在欧盟进行跨境投资及妨碍企业获得融资的障碍。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Pages/IASB-Work-Plan.aspx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Leases/Documents/Leases-Project-Update-February-2015.pdf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major/leases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major/leases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IFRS-Foundation-appoints-new-Vice-Chairs-to-Advisory-Council-February-2015.aspx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us/heads-up/2015/revenue
http://www.fasb.org/cs/ContentServer?c=FASBContent_C&pagename=FASB%2FFASBContent_C%2FActionAlertPage&cid=117616494897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5-4433_en.htm?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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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红皮书”即将于 3 月发布 

IASB 宣布 2015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订本（“红皮书”）现已发布。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
息。 

IASB 成员 Darrel Scott 获得连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宣布再次任命 Darrel Scott，其作为 IASB 成员的第二个任期自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始。Darrel Scott 曾任南非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 第一兰德银行的首席财务
官。Scott 先生同时是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现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成员，
随后在 2010 年 10 月离职出任 IASB 成员。2013 年 1 月，Scott 先生成为中小型企业实施小组
（SMEIG）的新主席，他将在作为 IASB 成员的第二个任期内继续出任此职。请点击这里查阅
IASB 网站上的更多信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副主席 Harvey Goldschmid 逝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和监督委员会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副主席 Harvey 
Goldschmid 的突然逝世表示哀悼。 
这位前美国证监会（SEC）委员逝世的消息由其生前担任法律系教授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发
布。Harvey Goldschmid 先于 2010 年 1 月被任命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随后获
得连任。其自 2015 年 1 月起担任受托人副主席及受托人应循程序监督委员会（DPOC）副主
席。在担任受托人及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成功作出贡献之前，Goldschmid 先生曾与
现任 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共同主持 IASB 和 FASB 的联合金融危机咨询小组
（FCAG）。请点击这里查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的声明，及点击这里链接至 IASB
网站查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监督委员会的声明。   

在巴黎举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公布其欧洲会议的日期，会议将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及 201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在巴黎举行。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
托人主席 Michel Prada 将在会议上致辞。重要的分组会议将着重关注实施主要的新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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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击这里查阅 IASB 网站。 

IASB 建议修订 IAS 1 以澄清负债的分类 

IASB 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ED），建议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
（IAS 1）。有关修订旨在提供更综合的方法，以按照 IAS 1 基于在报告日存在的合同安排对负
债进行分类。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http://eifrs.ifrs.org/eifrs/RegisterMyInterest?utm_source=Alert&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campaign=2015RedSoonReg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Darrel-Scott-reappointment-February-2015.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Statement-on-the-death-of-Harvey-Goldschmid-February-2015.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Statement-on-the-death-of-Harvey-Goldschmid-by-the-IFRS-Foundation-Monitoring-Board-February-2015.aspx
http://www.iasplus.com/en/standards/ifrs/ifrs15
http://www.ifrs.org/Conferences-and-Workshops/Pages/IFRS-Conference-Paris.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PressRelease/Pages/IASB-publishes-proposals-to-clarify-the-way-liabilities-are-classified-February-20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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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关于保险项目进展的播客 

IASB 发布一个播客，其汇总了 IASB 关于现正制定中的保险合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豁免的
意向性决定。该项新准则最早可能强制生效的日期将是 2018 年 1 月 1 日（即，《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的强制生效日期）之后。 
IASB 在播客中探讨的意向性决定为： 
• 确认 2013 年征求意见稿中有关过渡豁免的建议； 
• 考虑提供进一步过渡豁免，以允许或要求主体在新准则的初次采用日重新评估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及 
• 不考虑推迟针对签出保险合同之主体的 IFRS 9 强制生效日期。 
请点击这里收听该播客（链接至 IASB 网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有关《概念框架》项目的最新资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文件，阐述了 IASB 截至 2015 年 1 月底作出的
影响《概念框架》讨论文件中有关建议的意向性决定。IASB 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发布了讨论
文件《对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复核》，探讨了需要对现行《概念框架》作出修订及修改的领
域。该项目最新资讯汇总了已大致完成的对多个主题作出的重新审议的影响。征求意见稿预计
将于 2015 年第一季度发布。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该文件。德勤密切关注 IASB
的重新审议工作及迄今为止作出的所有意向性决定；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德勤《概念框架》
项目页面的有关详情。 
 
IASB 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5 年 2 月 18–20 日的会议记录。 

德勤刊物 

德勤 iGAAP 系列的最新版现已发布。《iGAAP 2015》通过 (1) 集中关注报告主体在实务中面
临的事项；(2) 明确解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要求；(3)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未有阐述、含糊不
清或未予明确的领域增加相关诠释和评述；及 (4) 提供大量示例，为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报
告的主体提供了综合全面的指引。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在 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刊物 

2015 年 2 月 19 日 更深入了解：IFRS 13 规定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 

2015 年 2 月 10 日 

 

2015 年 2 月 9 日 

IFRS 聚焦：IASB 建议修订 IAS 1 以澄清将负债划归为流动或非流动
负债的标准 

IFRS 聚焦：有关收入的联合会议 

http://media.ifrs.org/2015/Projects/Insurance/Insurance-podcast-January-2015.MP3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Conceptual-Framework/Documents/Effect-of-Board-decisions-on-DP-January-2015.pdf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major/cf-iasb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5/february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5/02/igaap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a-closer-look-fvm-ifrs-13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ed-2015-1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trg-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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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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问题解答》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近日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问题解答》，主要涉及以下领
域的问题：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关系；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
区别；内部控制审计与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子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对集团内部控
制审计的影响；如何组建整合审计的项目组，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风险对内部控制测试的影响
等。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企业内部控制审计问题解答》。 

中注协提示会计师事务所关注上市公司的各类审计风险 

• 关注连续多年变更审计机构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相关的审计风险，并关注上市后不久即面临
退市风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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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文件。 

• 关注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 关注煤炭类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 关注发生股权纷争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

件。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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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 810.2 (修订版)已作出更新以便与新香港《公司条例》（第 622 章）（下称「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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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了附录 2 和附录 4 中的审计和鉴证报告范例； 
• 更新了附录 2 示例 4(a)中，为使审计师能够根据《保险公司条例》附表 3 第 8 部分对承保

人的报告发表“真实及公允”的意见，承保人需按照新《公司条例》及按照《保险公司条例》
编制财务信息的报告要求编制一套综合财务报表，并在附录 5 阐述了相关的过渡性安排；以
及 

• 新增了附录 5 以阐述过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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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cpa.org.cn/news/201502/t20150227_46546.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502/t20150209_46486.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502/t20150213_46514.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502/t20150215_46524.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503/t20150302_46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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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新《公司条例》的变更对涵盖自 2014 年 3 月 3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期间的财务报表生效。
所有其他变更则在发布时生效。针对按照《保险公司条例》附表 3 第 8 部分和第 9 部分进行报
告存在特定的过渡性安排，请参见 PN 810.2 (修订版)的附录 5。您可点击这里查阅 PN 810.2 
(修订版)。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和 《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主要修订包括强化对上市公司承
诺事项的监管及放松部分监管要求。对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将现在的一年实施一次内部控
制审计改为两年一次。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 3 份文件。 

深交所修订两个行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广播电影视
业务（2015 年修订）》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
药品、生物制业务（2015 年修订）》。这两个文件明确了每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适用范
围，并提供了针对每个行业的制订的信息披露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
关通知和获取上述 2 份文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近日发布《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
订）》，明确了杠杆率监管的基本原则，杠杆率计算方法、披露要求，以及监管规定。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中国银监会网站刊载的该文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
知》，取消对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登记的审批，取消非货币投资外汇登记和直接投资外汇年检，
并放宽了登记时限。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外管局网站刊载的该文件。 

http://app1.hkicpa.org.hk/ebook/HKSA_Members_Handbook_Master/volumeIII/pn810_2rev.pdf
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e/bsgg_front/39754034.shtml
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e/bsgg_front/39754118.s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DOC_ReadView/D9D9C53E6C184022A4A45ED774C91A8F.html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ecb2730047782024852fa73b479558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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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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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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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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师的发展贡献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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