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8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8 月国内外与财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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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和可持续发展和

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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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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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建议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和重要性实务公告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征求意见稿《会计政策的披露（对 IAS 1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

公告第 2 号>的建议修订）》，所阐述的建议修订旨在协助财务报表编制人决定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哪些

会计政策。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9 年 11 月 29 日。请点击查阅：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IASB 新闻稿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阐述建议修订的 IFRS 聚焦简讯 

 

德勤刊物 

 

8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9 年 8 月 5 日 2019 年 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2019 年 8 月 5 日 2019 年《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IAS 34）遵循性核对表 

2019 年 8 月 5 日 IFRS 聚焦 — IASB 有关会计政策披露的建议修订 

2019 年 8 月 19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8 月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在其网站上发布题为《综合报告与资本扩散》的研究报告，基于研究

对综合报告执行的定量分析，确定综合报告的扩散程度、综合报告采用的深度、以及多重资本披露

的范围与性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IRC 网站的新闻稿。 

 

 全球投资专业人士协会组织特许财务分析师（CFA）协会发布题为《关于季度报告和环境、社会与

治理（ESG）报告的主张》的报告，该报告是基于针对其全球成员开展的涵盖上述主题的调查编制

而成。调查的反馈意见者认为，特定的 ESG 和可持续发展披露应当成为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且证

券监管机构应制定 ESG 披露准则或支持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即，该领域内的单一全球性准则制定

机构）来制定该等准则。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FA 协会网站的报告。  

 

 碳披露项目（CDP）发布题为《摇钱树》的新报告，报告指出在对森林具有重大影响的 1,500 家公

司之中，有 70%未能提供有关其影响的数据，且公司提供森林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滞后于诸如气候变

化和水安全等其他环境问题。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DP 网站的新闻稿以查看该报告。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宣布，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ADX）已发布针对上市公司的 ESG 披露指

引。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SSE 网站的新闻稿。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宣布，《GRI 303: 水资源与污水 2018》及《GRI 403: 职业健康与安全

2018》已被翻译成日语。GRI 准则的所有日语翻译版均可从 GRI 网站免费下载 。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19/08/iasb-proposes-amendments-to-ifrs-standards-to-improve-accounting-policy-disclosures/
https://www.ifrs.org/-/media/project/disclosure-initative/disclosure-initiative-accounting-policies/ed-di-accounting-policies-ias-1-ifrs-practice-statement-2.pdf?la=e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9/accounting-polici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9/ifrs-checklis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9/ias-34-checklis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9/accounting-polici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19/july
http://integratedreporting.org/news/evidence-that-the-momentum-phase-is-taking-off/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wp-content/uploads/2019/08/financial-reporting-quarterly-and-esg-2019.pdf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media/70-of-companies-fail-to-disclose-impact-on-worlds-forests
https://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abu-dhabi-securities-exchange-creates-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esg-disclosure-guidance-for-listed-companies/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ri-standards-translations/gri-standards-japanese-translations-download-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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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内地与香港特区就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签订第五议定书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28号（修订本）》– 利得税：有关扣除外地税款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8号》 － 转让定价文件及国别报告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9号》 － 相联人士之间的转让定价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60号》 － 香港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19年6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对科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

准、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并购重组等重点问题作出规定，并明确科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注册

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进行审核，证监会收到上交所报送的审核意见等相关文件后，在 5

个交易日内对科创公司注册申请作出同意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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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 

 

香港 

财务汇报局发布 2019 年 8 月电子简讯 

在上半年，财务汇报局完成了两宗查讯及六宗调查。调查发现，在应用专业怀疑和判断去质疑管理层

对财务汇报处理和公允价值计量方面，有值得关注的地方。尤其是财务汇报局认为存在多类审计不当

行为、对减值评估的工作不足、对企业合并和收购业务之性质的考虑不充分、对可转换债券的工作不

足、及在上述每项调查中发现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也有不足之处。请点击这里查阅进一步详情。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71901.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19/dipn28.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19/dipn58.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19/dipn59.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19/dipn60.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mthly_statistics.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8/t20190823_360953.htm
https://www.frc.org.hk/zh-cn/enews/201908/enewsletter_201908_tc_Final_website.pdf


    

     

 

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号楼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2 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长沙 

德勤企业顾问（深圳）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 109号华创国际广场 3 号栋 20

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 86 (731)  8522 8790 

传真：+ 86 (731) 8522 8230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1号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 34 层 3406 单

元 

邮政编码：610016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500 5161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 10号企业天地 8 号德勤大楼 36 层 

邮政编码：400043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9 9188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大连市中山路 147 号森茂大厦 1503 室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广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广州市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26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 86 (20) 8396 9228 

传真：+ 86 (20) 3888 0575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 190号华邦 ICC 写字楼 A

座 1201 单元 

邮政编码：230601 

电话：+86 (551) 65855927 

传真：+86 (551) 65855687 

 

杭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杭州分所 

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 号赞成中心东楼 1206-1210 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 86 (571) 8972 7688 

传真：+ 86 (571) 8779 7915  

 

哈尔滨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68 号开发区管理大厦

1618 室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86 (451) 85860060 

传真：+86 (451) 85860056 

 

香港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香港金钟道 88号太古广场一座 35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

分所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6636 号中海广场 28 层

2802、2803、2804 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澳门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 43-53A 号 

澳门广场 19 楼H-N 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

分所 

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 2号亚太商务楼 6层 

邮政编码：210005 

电话：+ 86 (25) 5790 8880 

传真：+ 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外滩中心 30 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沈阳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1 号沈阳市府恒隆广

场办公楼 1 座 36 层 05 及 06 单元 

邮政编码：110063 

电话：+86 (24) 6785 4068 

传真：+86 (24) 6785 4067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华润大厦 13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惠路 88 号环球财富广场 1 幢 23

楼  

邮政编码： 215021  

电话：+ 86 (512) 6289 1238 

传真：+ 86 (512) 6762 3338 / 6762 3318 

 

天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3 号世纪都会商厦办公楼

45 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2320 6699 

 

武汉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武汉分所 

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38 层 02 号 

邮政编码：430022 

电话：+86 (27) 8526 6618 

传真：+86 (27) 8526 7032 

 

厦门 

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厦门办事处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路 8号国际银行大厦 26 楼 E 单

元 

邮政编码：361001 

电话：+86 592 2107 298 

传真：+86 592 2107 259 

 

西安 

德勤咨询（重庆）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 

中国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9 号 

绿地中心 A 座 51 层 5104A 室 

邮政编码：710065 

电话：+86 (29) 8114 0201 

传真：+86 (29) 8114 0205  

 

 



   

     

 

 

 

 

 

 

 

 

 

 

 

 

 

 

 

 

 

 

 

 

 

 

 

 

 

 

 

 

 

 

 

 

 

 

 

 

 

 

 

 

 

 

 

 

 

 

关于德勤全球 

Deloitte （“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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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德勤有

限公司与其每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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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了解更多有

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的详情。 

 

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

咨询、税务及相关服务。德勤透过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与地区的成员所网络为财

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的 80%左右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凭借其世界一流和高质量

的专业服务，协助客户应对极为复杂的商业挑战。如欲进一步了解全球大约

263,900 名德勤专业人员如何致力成就不凡，欢迎浏览我们的 Facebook、

LinkedIn 或 Twitter 专页。 

 

关于德勤中国 

德勤于 1917 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德勤品牌由此进入中国。如今，德勤中国的事务所

网络在德勤全球网络的支持下，为中国本地和在华的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

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和税务服务。德勤在中国市场拥有丰富的

经验，同时致力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度及培养本地专业会计师等方面的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敬请访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 ，通过德勤中国的社交媒

体平台，了解德勤在中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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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任何可能

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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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