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3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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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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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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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IC) 

新的意向性议程决定： 

•  持有加密货币 

•  履行合同的成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 

•  隐性权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  潜在折现对计划分类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 

 

已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  在特定衍生工具被指定为套期工具时“很可能发生”的要求的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金融工具》（IFRS 9）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IAS 39））   

•  购买或出售非金融项目的合同的实物交割（IFRS 9） 

•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的信用增级（IFRS 9） 

•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的修复（IFRS 9） 

•  共同经营者对产出的销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IFRS 11）） 

•  涉及共同经营者在共同经营中权益的负债（IFRS 11） 

•  在一段时间内转让已建造的商品（《国际会计准则第 23 号——借款费用》（IAS 23））   

• 客户获得对云托管的供应商软件访问权限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无形资产》（IAS 

38）） 

 

此外，委员会在《IFRIC 最新资讯》中发布下列声明以澄清公布议程决定的影响 –“公布议程决定

的过程往往会形成解释性材料，其提供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获取及无法合理预期获得的新信息。鉴于

此，议程决定可能会导致主体确定需要变更会计政策。预期应为主体预留充分时间作出上述决定及

实施任何变更（例如，主体可能需要获取新信息或调整其系统以实施变更)。” 

 

请点击查阅下列文件： 

•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议程及相关的议程文件  

•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IFRIC 最新资讯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写的详尽记录   

德勤刊物 

 

3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9 年 3 月 13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2 月  

2019 年 3 月 27 日 IPSAS 掌中宝 — 2019 年版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19/march/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updates/march-2019/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9/march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19/februar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public-sector/ipsas-in-your-pocke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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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的相关活动 

HKICPA 2018 年质量保证报告 – 职业准则监督 

监督计划提出的建议集中关注存在缺陷和待改进的领域以协助提升财务报告质量，此外还标明了应

当加以考虑并向客户强调的监管机构关注领域。报告同时探讨了您可能认为有帮助的针对关键审计

事项（KAM）的改进领域。 

在2018年， HKICPA依照其职业准则监督计划审查了73份香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且报告强调了

下列各项： 

 关于首次采用《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HKFRS 9）和《香港财务报告准

则第15号——客户合同收入》（HKFRS 15）的意见； 

 关于应用某些财务报告准则（包括但不仅限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

HKFRS 3 (修订版)）、《香港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HKAS 36）和《香港会计准

则第21号——汇率变动的影响》（HKAS 21））的重要观察意见；及 

 执业审核识别出的涵盖9项特定准则的常见披露缺陷汇总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

引》 

中注协近日发布《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

（“《审计指引》”），针对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从总体要求、业务承接、审计计划、执行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等各方面对相关业务的实施作出

了规范，并提供了审计报告范例。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

《审计指引》。 

中注协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债务违约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 1 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债务违约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存在较高风险，要

求会计师事务所应重点关注债务合同条款、隐性债务、债务资金使用和偿还安排、持续经营能力等

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中注协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大幅计提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 1 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大幅计提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存在较高风险，要

求会计师事务所应重点关注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情况、商誉减值测试、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

等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浙江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专家提示 

浙江注册会计师协会（“浙注协”）近日发布了《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

(第 1 号) ——商誉减值测试相关问题的关注》。就商誉减值测试中应注意的问题提供指引。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刊载的专家提示。该等指引具备相对较低的权威性： 

 

香港 

HKICPA 2018 年质量保证报告 – 执业审核 

在2018年，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执业审核小组审查了25项涉及上市客户的业务，并将5个

跨境项目转介予中国大陆财政部复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须每年接受审核。报告强调了发现存在常

见缺陷且应予特别关注的关键领域以提升审计质量，该等领域包括：对职业道德准则的遵循、审计

风险评估、审计报告（关键审计事项（KAM））、职业怀疑、集团审计和会计估计。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HKICPA/section6_standards/quality_assurance/2019/Quality-assurance-department-report-2018.pdf?la=en&hash=FA3EB4B041BCEF656F5FD8C4E340D489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903/t20190329_51830.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903/t20190329_51831.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903/t20190321_51820.html
http://www.zicpa.org.cn/NewsTrends/Announcement/708631.html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HKICPA/section6_standards/quality_assurance/2019/Quality-assurance-department-report-2018.pdf?la=en&hash=FA3EB4B041BCEF656F5FD8C4E340D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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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2019/20年度财政预算案税务措施 

 通过《2018年税务（修订）（第7号）条例草案》 

（使金融工具的税务处理方法与会计处理方法协调一致及其他变动） 

 通过《2018年税务（豁免基金缴付利得税）（修订）条例草案》 

 自动交换资料法律框架修订即将生效 

 国别报告的自愿提交期限（请参见2019年2月1日的内容） 

 符合资格的债务票据的清单（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印花税统计资料（2019年1月） 

 纳税人（因漏报租金收入及不正确申索扣除项）被裁定罪名成立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财政部修订《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修改<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等 2 部部门规章的决定》，对《代理记账管理办

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进行了修订，主要是简化了代理记账资格申请材料，删除了有关会计

从业资格的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布《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 

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近日发布《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对首次发行上市审核过程中 50 个常

见问题进行了解答。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首发业务

若干问题解答》。 

中国证监会发布两项有关科创板规则的文件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注册管理办

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持续监管办法》”）。《注册管理办

法》明确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总体原则，对发行条件、发行上市审核流程、信息披露要求、全流程

监管体系等作出规定。《持续监管办法》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适用上市公司持续监管的一般规定，

同时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特定主体的股份减持、重大资产重组、股份激励、退市制度等方面对

科创板上市公司作出特别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

所附的《注册管理办法》和《持续监管办法》。 

中国证监会发布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特别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4 号——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

业财务报告信息特别规定》（“24 号文”），对在科创板上市的创新试点红筹企业（“红筹企

业”）的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作出规定，主要内容为：红筹企业如果披露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财务报表，应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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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号文”），但可以对特定财务信息简化披露；红筹企业如果披露按财政部认可的与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等效的会计准则（“等效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不需要执行 15 号文，但需要披

露补充财务信息（主要包括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节的关键财务指标）；红筹企业如果披露按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者美国会计准则（“境外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不需要执行 15 号文，但

需要披露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整的调节信息（具体包括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重述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两种报表的主要差异和调节过程，但不需要提供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附注信息）。上述财务报表、补充财务信息和调节信息均需要由具备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审计准则实施审计。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

公告和获取所附的 24 号文。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227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22007.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22008.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301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new/index.htm
https://www.ird.gov.hk/chs/tax/bus_qdi.htm
https://www.ird.gov.hk/chi/pdf/2019/3d012019.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22003.htm
http://tfs.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buling/201903/t20190315_3193919.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fxjgb/fxbzcfg/fxbfxjgwd/201903/t20190325_353310.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3/t20190301_35163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3/t20190302_35163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3/t20190308_352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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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发布两项科创板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科创板公司招股

说明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申请文件》，对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和申请文件作出了具体规定。您可以点

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所附的上述两个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对有关科创板发行上市条件、信息披露、中介机构核查程序等方面的

32 个问题作出解答。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两个

文件。 

上交所发布《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指引》，对按等效会计准则及按境外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科创板红筹企业，就其补充财务信息或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的披露提供

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对保荐人在推荐科创板上市企业时

应遵循的原则和应重点关注的问题等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

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香港 

香港交易所关于 2018 年度拒绝上市申请的指引 

香港交易所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发布关于 2018 年度拒绝上市申请的指引。尤其提及下列各项： 

 香港交易所严格审查上市申请的商业理据后，2018 年被拒上市申请数目显著增加 

 被拒的申请并无针对特定行业。事实上，审查焦点为申请人的商业理据是否由预期增长及集资需

要所支持 

 香港交易所的行动有助维持市场质素，并会继续对申请人是否适合上市作出考虑 

香港交易所指出，申请人的商业理据为评估是否适合上市的首要考虑因素。香港交易所同时亦会考

虑上市申请人集资的拟定用途及集资需要是否符合其业务战略及发展，以维持市场质素。 

有关详情，请参阅相关的新闻稿。 

证监会对金融机构作出谴责并罚款约合共 8 亿港元 

证监会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因保荐人过失对下列金融机构作出谴责，并罚款合共 8 亿港元：- 

UBS AG 和 UBS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 3.75 亿港元 

渣打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 5,970 万港元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 – 2.24 亿港元 

Merrill Lynch Far East Limited – 1.28 亿港元 

证监会指出，这些针对保荐人过失的执法行动显示证监会高度重视保荐人的高操守标准，因为这样

才能保障广大投资者和维持香港金融市场的廉洁稳健及声誉。其认为有关的执法行动向市场传达强

烈而清晰的讯息，就是证监会会就保荐人所犯的失当行为追究它们的责任。有关进一步详情，请参

阅证监会网页。 

 

其他 

有关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综合报告的近期进展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发布《IIRC实务辅助》，旨在协助报告编制人了解国际<IR>框架的要

求。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IRC网站的《实务辅助》。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3/t20190302_35163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3/t20190302_351638.htm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4729640.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4743499.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listing/c/4737012.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4729623.shtml
http://att.hkex.chinalaw.com/tr_9606_11376.pdf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03225news?sc_lang=zh-cn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enforcement-news/
http://integratedreport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IIRC-Practical-Aid-The-International-IR-Framework-Require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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