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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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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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关于 2014 年度中央文化企业财务会计决算的通知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做好 2014 年度中央文化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组织

2014 年度中央文化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集中验审工作的通知》，对中央

文化企业财务会计决算的要求（包括报告的时间、程序和内容等）及集中验审安排（时间、地

点、参加者等）的要求做出了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两个通

知。 

财政部发布《2015 年版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 

财政部近日发布《2015 年版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2015 年版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

类标准》整合了原来的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和行业扩展分类标准，从而取代了《2010 年

版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扩展分类标准及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2015 年版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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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推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的生效日期 

IASB 决定建议推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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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效日期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在作出该项决定时，IASB 遵循了其工作人员在 4 月的

IASB 会议议程文件中所包含的建议。工作人员认为，由于 IFRS 15 是一项与美国公认会计原

则趋同的准则，“如果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体可同时应

用新准则，将减少市场存有的困惑”。IASB 工作人员同时指出，IASB 正在考虑建议对 IFRS 15

作出若干有限的澄清性修订，因此在 IASB 决定确定有关修订的终稿或是不继续处理此类修订

之前，IFRS 15 的最终内容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工作人员同时认为，即使此类澄清性

修订本身具有与准则不同的生效日期，许多主体仍可能希望在其首次采用 IFRS 15 的同时应用

此类修订，以避免重复变更其会计处理方法。IASB 对此表示同意，并决定建议将 IFRS 15 的

生效日期推迟 1 年至 2018 年 1 月 1 日。为此，IASB 工作人员被要求编制一份征求意见稿，这

是一份仅涉及生效日期的单独征求建议稿，因此能够更为快速地处理。公众意见征询期预计将

不少于 30 天，并预期将于 2015 年 5 月发布。请点击这里查阅有关 IASB 该意向性决定的 

《IFRS 聚焦》简讯，及点击这里查阅 IASB 相应的新闻稿。 

 

http://wzb.mof.gov.cn/pdlb/zcfb/201412/t20141231_1174674.html
http://wzb.mof.gov.cn/pdlb/zcfb/201504/t20150415_1217066.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4/t20150407_1213301.html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ifrs-15-effective?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frs.org/Alerts/ProjectUpdate/Pages/IASB-votes-to-defer-the-effective-date-of-the-new-revenue-Standar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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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成员就金融工具进行讨论 

IASB 成员 Sue Lloyd 在由“银行业杂志：以色列的银行工会”发布的报告中谈及《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 9 号》（IFRS 9），并专门探讨了新的贷款损失会计模型。首先，Lloyd 女士阐述了为

何将 IFRS 9 视为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作出的改进（例如，IFRS 9 将涉及

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所有方面纳入同一项准则并增加了披露）。随后，她描述了 IFRS 9 中的

贷款模型，该模型规定“各类金融机构和其他公司必须在首次提供贷款或投资于金融工具时对预

期信用损失作出估计并进行核算”。Lloyd 女士指出，尽管 IASB 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进行了合作以创建一个趋同模型，但 FASB 仍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最后，她发表了

以下评论：在应用针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预期损失模型时，各类金融机构和其他公司必须对自身

的系统和流程作出重大变更。因此，IASB 将强制生效日期设定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请点击这

里查阅更多信息。 

IASB 发布《概念框架》项目的最新资讯 

IASB 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文件，阐述了 IASB 截至 2015 年 3 月底作出的、将对《概念框架》

讨论文件中的建议产生影响的主要意向性决定。2013 年 7 月 18 日，IASB 发布了讨论文件

《回顾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以考虑须针对现有《概念框架》的哪些领域进行修改和修订。

IASB 在 2015 年 1 月举行的会议中基本完成了对该讨论文件的重新审议，并发布了首个意向性

决定汇总。2015 年 3 月，IASB 讨论了在草拟《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事

项。所发布的最新资讯涵盖 3 月份作出的意向性决定。相关的征求意见稿预期将于 2015 年第

二季度发布。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上的文件。此外，德勤已刊载了 IASB 的重新

审议结果和 IASB 迄今为止作出的所有意向性决定；请点击这里查阅德勤《概念框架》项目页

面上的详情。 

过渡资源小组对 IFRS 9 减值要求的实施进行讨论 

2015 年 4 月 22 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金融工具减值过渡资源小组（ITG）举行首次会议。

该过渡资源小组是一个由 IASB 设立的讨论论坛。 

会议上讨论的主题包括：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贷款承诺 – 范围； 

 预期信用损失 – 计量日期； 

 对受担保债务工具显著增加的信用风险的评估； 

 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的最长期限； 

 循环信贷额度； 

 已签发的财务担保合同的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修改后的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在会议上，过渡资源小组成员分享了其对于以上事项的观点，但不会发布任何指引。IASB 将

决定对每一事项采取何种行动（如有）。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http://www.iasplus.com/standard/ias39.htm
http://www.ifrs.org/Features/Documents/Article-by-Sue-Lloyd-Big-changes-ahead-March-2015.pdf
http://www.ifrs.org/Features/Documents/Article-by-Sue-Lloyd-Big-changes-ahead-March-2015.pdf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5/march/conceptual-framework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5/march/conceptual-framework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Conceptual-Framework/Documents/Effect-of-Board-decisions-on%20DP-March-2015.pdf
http://www.iasplus.com/en/projects/major/cf-iasb?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itg-apr?id=en:link:ifrs_on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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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成员谈论“财务报告和金融市场” 

在于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大会上，IASB 成员 Philippe Danjou 发表了一篇演讲，详细阐述了在

全球范围内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情况，并探讨了财务报告的一般趋势和大趋势。首先，

Danjou 先生探讨了对 IASB 的专业技术工作起决定作用的大趋势。他识别出下列趋势：即，全

球化、货币变化、高杠杆比率和资产估值等事项、低利率、多样化、以及关键业绩指标、非公

认会计原则数据和披露过量。他在得出结论时称，他“深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提供预想的大多

数好处，而且因学习和实施相关体系而产生的初始成本（尽管并未在公司和投资者的资产负债

表上予以资本化）将无需予以冲销（如已资本化的话）”。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演讲全文。 

Hans Hoogervorst 先生谈及 IASB 执行相关工作的原因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于加拿大多伦多针对利益相关方举行的活动中，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先生介绍了 IASB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使命宣言，就该组织“所执行

的工作”和“执行相关工作的原因”作出了解释。Hoogervorst 先生指出，通过提升财务信息的质

量和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可实现该等信息的透明度；通过缩小资金提供者与其资金受托人之间

在财务信息方面存在的差距可改进问责制；而通过协助投资者识别出全球范围内的机会和风险

则可改善经济效益。随后，这三方面合在一起构成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公众利益作出的贡献。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Hoogervorst 主席的演讲全文。 

IASB《2015 年金融工具指引》现已发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公布《2015 年金融工具指引》已经可以订购。该指引包含 IASB 发布

的各项金融工具准则的全文，并包含大量的交叉索引。该指引包括两卷： 

 卷 1 是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及其他金融工具准则之准则正文的指引

（假设并未提前采用）。 

 卷 2 是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及其他金融工具准则之准则正文的指

引（假设将提前采用）。 

请点击这里查阅更多信息。 

最新的《作为全球准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刊发了最新版的《作为全球准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掌中宝指

引》。该指引概述了全球 138 个国家及其他司法管辖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情况。关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采用情况汇总是基于从各国准则制定机构及其他组织对前 IASB 成员 Paul 

Pacter 发起的调查所做的回复中获取的信息。请点击这里从 IASB 网站免费下载《作为全球准

则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掌中宝指引》。请点击这里查阅《世界经济财务报告准则》（对可从

掌中宝指引所依据的各司法管辖区采用情况中获悉的信息所做的分析）。 

 

 

http://www.ifrs.org/Alerts/Conference/Documents/2015/Philippe-Danjou-speech-Madrid-April-2015.pdf
http://www.ifrs.org/Alerts/Conference/Documents/2015/Speech-Hans-Hoogervorst-mission-statement-April-2015.pdf
http://shop.ifrs.org/ProductCatalog/Product.aspx?ID=1831&amp;utm_source=Alert&amp;utm_medium=Email&#37;20Alert&amp;utm_campaign=2015FIAlert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Documents/IFRS-as-global-standards-Pocket-Guide-April-2015.PDF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Documents/IFRS-as-global-standards-Pocket-Guide-April-2015.PDF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Documents/IFRS-as-global-standards-Pocket-Guide-April-2015.PDF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Documents/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World-Economy-April-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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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资源小组对新收入准则的实施进行讨论 

在 2015 年 3 月 30 日的会议上，联合收入过渡资源小组以及 IASB 和 FASB 成员讨论了有关实

施 IASB 和 FASB 新收入准则的潜在问题。会议上讨论的主题包括： 

 分摊交易价格至折扣和可变对价的； 

 重大权利； 

 应付给客户的对价； 

 在识别合同前部分履行的履约义务； 

 质保； 

 重大融资成分； 

 捐赠是否属于新收入准则的范围。 

请点击这里查阅德勤过渡资源小组的概述。 

 

IASB 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5 年 4 月 27–29 日的会议记录。 

德勤刊物 

在 4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刊物 

2015 年 4 月 28 日 

 

2015 年 4 月 24 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IFRS 聚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临时决定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的生效日期推迟 1 年 

IFRS 聚焦：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资源小组有关金融工具减值的首

次会议 

IFRS 聚焦：有关收入的联合会议（2015 年 3 月） 

2015 年 4 月 2 日 IFRS 项目见解：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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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us/trg-snapshot/revenue-mar-2015?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5/april/april?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ifrs-15-effective?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itg-ap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5/trg-ma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roject-insights/leas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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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5 年 4 月   6 

     

 

审计 

香港 

经修订的应用指引 740《关于香港<上市规则>所述的持续关连交易的审计师函件》（"PN 

740"） 

鉴于香港联交所于2014年3月发布的有关持续关连交易的《上市规则》修订，PN 740亦已作出

相应修订。作出此类修订是旨在实施《检讨关连交易规则的咨询总结》及《建议修订〈上市规

则〉条文划一关连人士及联系人定义的咨询总结》中的建议。有关修订自2014年7月1日起生

效。除针对提及经修订的《主板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的编号和措辞作出改动之

外，并未对PN 740的报告要求作出任何重大变更。经修订的PN 740自发布起生效。您可点击

这里查阅经修订PN 740。 

经修订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前言 

新香港《公司条例》（第622章）（下称「新《公司条例》」）自2014年3月3日起生效。根据

第380条及《公司（会计准则（订明团体）规例》（第622C章），新《公司条例》要求在香港

注册成立的公司按照由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布或指定的会计准则编报财务报表，从而为会计准则

提供了法定依据。香港会计师公会的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认为，建议应当修订香港财务报告准

则前言以具体提及上述法定依据，从而明确第380(4)(b)条规定的、不符合报告豁免资格的在香

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所适用的相关会计准则。有关修订自发布起生效，并就不符合报告豁免资格

的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是否可选择按照除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之外的基准或准则编报财务报表

提供了明确指引。您可点击这里查阅修订后的前言。 

国际 

经修订的《国际审计准则第 720 号——审计师涉及其他信息的责任》（ISA 720(修订版)） 

ISA 720(修订版)旨在澄清及增加审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ISA 720(修订版)将“其他信息”定

义为主体年报所包含的除已审计财务报表之外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鉴于投资者对定性披露的

关注度日益增加，ISA 720(修订版)旨在加强审计师对年报的关注。ISA 720(修订版)同时包含涉

及作为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于今年较早前发布的新的及经修订的审计师报告

准则所导致变更的补充的审计师对其他信息出具报告的新要求。为与此类准则保持一致，ISA 

720(修订版)将对截止于2016年12月15日或以后日期期间的财务报表审计生效。您可点击这里

查阅ISA 720(修订版)。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304cc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3042cc_c.pdf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3042cc_c.pdf
http://app1.hkicpa.org.hk/ebook/HKSA_Members_Handbook_Master/volumeIII/pn740.pdf
http://app1.hkicpa.org.hk/ebook/HKSA_Members_Handbook_Master/volumeII/preface.pdf
http://www.ifac.org/auditing-assurance/new-auditors-report
http://www.ifac.org/auditing-assurance/new-auditors-report
https://www.ifac.org/publications-resources/international-standard-auditing-isa-720-revised-auditor-s-responsibilities--0
https://www.ifac.org/publications-resources/international-standard-auditing-isa-720-revised-auditor-s-responsibilitie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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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等问题与解答》，主要内容包括： 

 将配套资金比例从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25%提高到 100%，即上市公司配套资金

比例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100%的，由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超过 100%的，

由发行审核委员会予以审核； 

 明确配套资金用途。 

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中国证监会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 2 份文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的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近日发布《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

知》，主要修订包括： 

 引入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自由选择结汇时间； 

 对外汇资本金结汇资金的使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对外汇资本金用于权益投资的限制放松； 

 简化和明确了一些其他管理规定。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外管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 

香港 

香港联交所 

上市决策-- 按《创业板规则》第 11.12A(1)条计算公司的最低现金流量时，应否计入其于违规

期间产生的现金流量 

香港联交所于 4 月 24 日发布了涉及上述事宜的上市决策，并得出结论在违规期间产生的现金

流量不应计入最低现金流量。请点击这里查阅该上市决策。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504/t20150424_275546.htm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ssgsjgb/ssbssgsjgfgzc/ywzx/201504/t20150424_275534.html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_store/f4be0f0047efabb79cb1bceee2a1794d/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listdec/Documents/LD86-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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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 

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二办公楼

8 层    

邮政编码：100738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成都 

德勤咨询(成都)有限公司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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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2383 

传真：+86 28 6210 2385 

 

重庆 

德勤咨询(重庆)有限公司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 10 号 

企业天地 8 号德勤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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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连市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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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州市天河路 208 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510620  

电话：+86 20 8396 9228 

传真：+86 20 3888 0119 / 0121 

 

杭州 

德勤商务咨询(杭州)有限公司 

中国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 

欧美中心企业国际 A 区 605 室 

邮政编码：310013 

电话：+86 571 2811 1900 

传真：+86 571 2811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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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香港金钟道 88 号   

太古广场一期 35 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济南办事处  

中国济南市泺源大街 150 号  

济南中信广场 A 座十层 1018

单元  

邮政编码： 250011  

电话：+86 531 8518 1058  

传真：+86 531 8518 1068  

 

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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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京市汉中路 2 号  

亚太商务楼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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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外滩中心 30 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中国深圳市深南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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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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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5126762 3318 

 

天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天津分所 

中国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9

号 

津汇广场写字楼 30 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2320 6699 

 

武汉 

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办事处 

中国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 

新世界国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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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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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德勤全球 

 

Deloitte （“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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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成员所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德勤有限公司与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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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有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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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一流和高质量专业服务，为客户提供深入见解以协助其应对最为复杂的业务挑战。德勤拥有超过 200,000 名专业人士，致力于追求卓越，树

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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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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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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