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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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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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要求中央文化企业采用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中央文化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所有中央文
化企业（即由财政部直接持有的国有文化企业及其子公司）在 2015 年采用《企业会计准
则》，并对首次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期初数的编制、审计和批准做出规定。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上刊载的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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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的工作计划更新 

IASB 在 9 月份会议后更新了其工作计划。修改后的计划更新了《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修订和未实现损失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等项目的预计重新审议期，同时指出延长了
《概念框架》项目和负债项目的征求意见稿的预计时间。费率管制活动项目现为主要项目，披
露原则项目仍是研究项目。费率管制活动项目和计量单元项目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在修改后的工
作计划中予以明确。另外，修改后的计划将关于 IAS 1 修订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终稿的预计发
布日期确定为 2014 年第 4 季度，而关于披露原则的讨论文件的预计发布日期则为 2015 年第 1
季度。最后，理事会对许多研究项目进行讨论的预计时间也作出了更新。请点击这里查阅修改
后的 IASB 工作计划。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全球应用新增了 8 个新的司法管辖区概况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应用新增了 8 个新的司法管辖区概况，目前已
完成的应用概况涵盖合共 138 个司法管辖区。新增的 8 个司法管辖区概况包括阿富汗、安哥
拉、亚美尼亚、伯利兹、圭亚那、秘鲁、菲律宾及越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采用了不同
来源的信息来编制个别司法管辖区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应用概况。在各德勤成员所的协助
下，IAS Plus 网站得以就这一重大项目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提供协助。该项目由前
IASB 成员和前 IAS Plus 网站管理员 Paul Pacter 领导，Paul Pacter 是德勤广受欢迎的“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全球应用情况表”的创建人，该表近期新增了更详细的 G20 司法管辖区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应用情况表作为补充。请点击这里查阅有关概况及分析。 

 

 

http://wzb.mof.gov.cn/pdlb/zcfb/201409/t20140923_1143072.html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work-plan?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Pages/Jurisdiction-profil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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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发布了 2012-2014 年度改进 

IASB 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年度改进：2012–2014 年周期》（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
修订汇总），以回应在 2012–2014 年周期内提出的事项。此次修订对 4 项准则产生影响，包
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5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IFRS 5）；《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IFRS 7）（包括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
（IFRS 1）的相应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及《国际会
计准则第 34 号——中期财务报告》（IAS 34）。对 IAS 19 的修订旨在澄清用于估计离职后福
利折现率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发行货币应当与拟支付的福利的货币相同。因此，应在货币层次
评估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深度。上述修订对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
生效，但允许提前采用。请点击这里及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发布编辑更正 

IASB 发布 2014 年第二批编辑更正。该编辑更正对之前的一项编辑更正、相应修订、单独准
则、及 IASB 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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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更正并未改变相关公告的含义或应用，而
是旨在更正无意造成的错误。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引（“绿皮书”）现已发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2014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引”现已发布。该刊物（俗称“绿皮
书”）包含 IASB 截至 2014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准则和解释公告全文及随附文件（例如，《结论
基础》），同时提供广泛的交叉引用和其他注释。该版本不包含已被替换或取代、但若报告主
体选择不提前采用较新版本时仍然适用的文件。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发布关于费率管制的讨论文件 

IASB 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涉及其业务受到某类费率管制体系影响的公司。IASB 指出，尽管
并非所有形式的费率管制均会导致财务报告问题，但费率管制普遍存在且在实务中具有多种不
同的类型。然而，某些费率管制形式可能同时在将赚取的收入金额及与费率管制相关的现金流
量的时间方面，显著影响受费率管制的主体的经济环境。该等形式正是 IASB 尤为关注的。讨
论文件的目的旨在就费率管制所产生的财务影响是否及在何种情形下应纳入财务报告征询利益
相关方的反馈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点击这
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及点击这里查阅该讨论文件。 

IASB 就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中投资的计量单元建议修订 6 项准则 

IASB 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建议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务报表》
（IFRS 10）、《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IFRS 12）、
《国际会计准则第 27 号——单独财务报表》（IAS 27）、《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在联营
和合营中的投资》（IAS 28）、《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值》（IAS 36）和《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等 6 项准则，以澄清在子公司、合营企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aip?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aip-2012-2014-cycle?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iasb-corrections?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shop.ifrs.org/ProductCatalog/Product.aspx?ID=1814&amp;utm_source=Alert&amp;utm_medium=Email&amp;utm_campaign=2014IFRSGreen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rate-regulation-dp?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Publication/Pages/IASB-publishes-a-Discussion-Paper-on-reporting-the-financial-effects-of-rate-regulation-September-2014.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Publication/Pages/IASB-publishes-a-Discussion-Paper-on-reporting-the-financial-effects-of-rate-regulation-September-2014.aspx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Rate-regulated-activities/Discussion-Paper-September-2014/Documents/Discussion-Paper-Reporting-Financial-Effects-Rate-Regulation-September-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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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联营企业中投资的计量单元。在制定 IFRS 13 时，IASB 的意图为应当优先采用公允价值
级次的第 1 层次输入值，但未明确指出即使在该输入值并非与被计量资产的计量单元（例如，
投资整体）相对应的情况下，也应优先采用第 1 层次输入值。因此，当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
联营企业中的投资存在活跃市场标价时，则产生了有关此类投资的计量单元及其公允价值计量
的问题。据此，IASB 现时发布的建议修订确认，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中投资的计
量单元为投资整体，但在有标价的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中的投资的公允价值计量应当
是标价与所持有金融工具数量的乘积（不做调整）。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5 年 1 月 16 日。请
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及点击这里查阅该征求意见稿。 

IASB 发布有关投资者与其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资产出售或投入的修订终稿 

IASB 发布了《投资者与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之间的资产出售或投入（对 IFRS 10 和 IAS 28
的修订）》。有关修订解决了《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
（IAS 28）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务报表》（IFRS 10）之间的冲突，并澄
清在涉及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交易中，利得或损失的确认程度将取决于所出售或投入的资产
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根据有关修订，在丧失对一项业务的控制权时应当全额确认利得或损失
（无论该业务是否以一家子公司作为载体）。同时，对于不构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
—企业合并》（IFRS 3）所定义的一项业务的子公司，将该子公司出售或投入至联营企业或合
营企业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仅以非关联投资者在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为限进行确
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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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欧盟影响的咨询发布工作人员文件 

2014 年 8 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一项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欧盟影响的公众咨询。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现已发布了一份工作人员文件，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对咨询调查问卷中强调的
部分主要事项提供见解。该工作人员文件并非对咨询作出回应，而是旨在协助开展有关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的采用导致欧盟资本市场效率改进的程度的辩论。工作人员文件涵盖的事项包括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益处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的质量。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及点
击这里查阅该工作人员文件。 

IASB 主席探讨日本修订后的国际准则及忽视未实现收益的危险 

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先生近期在东京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忽视未实
现收益的危险”的演讲，概述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当前在全球范围及日本的采用情况，及着重关
注近期发布的日本征求意见稿《日本修订后的国际准则（JMIS）：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日本
会计准则理事会（ASBJ）的修订组成的会计准则》，并将 IASB 为更新其《概念框架》对其项
目所作的修订与忽视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危险相联系。Hans Hoogervorst 先生称，在日本自愿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公司不断增加，这一情况尤其令人觉得鼓舞，因为日本公司可选择采
用多套准则，而仅在其认为具备强有力的商业理由时才会选择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Hans 
Hoogervorst 先生表示，对于拥有子公司的公司而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unit-of-account?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Publication/Pages/IASB-publishes-Exposure-Draft-Measuring-Quoted-Investments-September-2014.aspx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FVM-unit-of-account/Exposure-Draft-September-2014/Pages/Exposure-Draft-and-Comment-letters.aspx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staff-paper-impact-of-ifrs-in-the-eu?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Documents/2014/IFRS-Foundation-staff-perspective-EC-consultation-September-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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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备选方案，因为其可将单一的财务报告语言同时应用于内部和外部报告。此外，如果财务报
表按照投资者可理解的报告语言编制而成，则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增加其对境外投资者投
资于日本股市的吸引力。对于未实现利润，Hans Hoogervorst 先生认为系统化地将未实现损益
归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方法会产生严重问题。此外，如果其他综合收益被用于反映长期资产或负
债的短期市场波动，则其包含的信息不应被忽略。尽管其他综合收益中收益的性质可能不如损
益中反映的收益那般确定，但其他综合收益包含的风险迹象的实现速度可能会比预期更快。因
此，忽视未实现收益要素可能会危害财务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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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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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 17 日的会议记录。 

德勤刊物 

在 9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刊物 

2014 年 9 月 25 日 
 

2014 年 9 月 18 日 

2014 年 9 月 16 日 

 
2014 年 9 月 11 日 

IFRS 聚焦：IASB 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年度改进：2012-2014 年周
期（该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IFRS 聚焦：IASB 发布关于费率管制的讨论文件 

IFRS 聚焦：IASB 建议有关修订以澄清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
业中有标价投资的计量单元及其公允价值计量 

IFRS 聚焦：IASB 发布关于投资者与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之间资产
出售或投入对 IFRS 10 和 IAS 28(2011)作出的修订（该简讯同时亦
有中文版） 
 

2014 年 9 月 30 日 IFRS 掌中宝：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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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hoogervorst?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Conference/Documents/2014/Speech-Hans-Hoogervorst-Dangers-of-ignoring-unrealised-income-September-2014.pdf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4/september/septem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14/september/septem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aip-2012-2014-cycle?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AIP-2012-2014-cycle_cn.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rate-regulation?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fair-value-measurement?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4/ifrs-10-ias-28?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IFRS%2010%20IAS%2028_cn.pdf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your-pocket/ifrs-in-your-pocket-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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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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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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FRS 的修订版/修订 

HKICPA于2014年9月发布下述HKFRS的修订版/修订： 
•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HKFRS 9 (2014)）；以及 
• 对《香港会计准则第27号——单独财务报表》（HKAS 27）的修订：单独财务报表中的权

益法。 
HKFRS 9 (2014)修订版及对HKAS 27的修订分别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IFRS 9）和对《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IAS 27）的修订相同。 
 

 

审计 

香港 

 提示 – 有关按照《中小型企业财务报告框架》和《中小型企业财务报告准则》（修订版）选择
报告豁免的时间及合并事宜的提醒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了一项提示，提醒成员须针对新《公司条例》提前作出计划，
特别是，对于新《公司条例》及《中小型企业财务报告框架》和《中小型财务报告准则》（修
订版）规定的某些重要豁免，公司可能需要提前获得必要的批准才可符合豁免条件。此类豁免
包括： 
• 业务审视：通过特别决议的私营公司可采用该豁免； 
• 报告豁免：若公司未能满足最小规模标准，则需获得足够的股东支持才能采用该豁免； 
•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豁免：若公司为另一法人团体部分所有的子公司，则需通知股东；以及 
• 根据《中小型企业财务报告框架》和《中小型企业财务报告准则》（修订版），基于与公司

成员的价值不成比例的费用及延误等理由，特定子公司可排除在合并范围之外。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近日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指
引》”），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提供了一个框架。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银监会网站刊载的《指
引》。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31E436EAB2C9495A995B3CD5342F0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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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联交所 

终止申请版本的三天初检 
联交所在 2014 年 9 月 5 日宣布将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后终止申请版本的三天初检。 
随着终止三天初检的决定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新申请人向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或如
属《上市规则》第二十章的相关申请，新申请人向证监会提交认可申请）的同时，须在披露易
网站登载申请版本。请点击该链接查阅相关公告（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指引信 HKEx-GL56-13 所载三日核对表（乙表）将与该指引信的甲表合并。请点击这里查阅修
改后的指引信 GL 56-13.（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规管集体投资计划的《上市规则》第二十章的规则修订 
联交所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发布规管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的《上
市规则》第二十章的细微规则修订。 
有关修订： 
• 载列为代表集体投资计划新上市申请人处理上市申请的上市代理人资格要求； 
• 简化集体投资计划新上市申请人的申请程序；及 
• 载列封闭式集体投资计划上市后申请额外权益上市的程序。 
有关修订将适用于在 2014 年 11 月 10 日及以后向联交所提交的上市申请，以便于发行人及市
场人士有足够的时间熟习所有相关规定及程序。 
请点击这里查阅第二十章的修订（中文版请点击这里）。 
联交所同时公布以下与本次规则修订有关的指引文件： 
• 集体投资计划指引信 HKEx-GL79-14（中文版请点击这里）；及 
• 经修订的适用于由《主板上市规则》第二十章规管的集体投资计划核对表及表格（此部份

只设英文版本）。 
 
其他 

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就衍生工具估值建议重新征询公众意见 

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IVSC）发布了一份修订后的征求意见稿，建议就权益衍生工具的估值提
供指引。该修订后的征求意见稿回应了针对早前于 2013 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并
更为强调实际考虑事项，包括对衍生工具策略的考虑、以及针对模型和解决方法适用性的额外
指引。请点击这里阅读相关新闻的全文。 

http://www.hkex.com.hk/eng/newsconsul/hkexnews/2014/140905news.htm
http://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hkexnews/2014/140905news_c.htm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56-13.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56-13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mbrulesup/Documents/mb_ch20_1411.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mbrules/documents/chapter_20_tc.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79-14.pdf
http://www.hkex.com.hk/chi/rulesreg/listrules/listguid/iporq/Documents/gl79-14_c.pdf
http://www.hkex.com.hk/eng/newsconsul/hkexnews/2014/Documents/Chaper20CF.pdf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4/09/iv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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