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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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有关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 描述 征求意见截止日 链接 

《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有关会计处理暂

行规定》 

碳排放权相关的资产、负债会计科目，相关业务

的账务处理，财务报表的列示和披露要求。 

2016 年 11 月 18 日 

 

这里 

财政部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煤炭行业》 

财政部近日发布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煤炭行业》，对大中型煤炭企业的成本核算做出规

定。其生效日为 2017 年 1 月 1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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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SB 与 IASB 有关 IFRS 15 的小组讨论 

加拿大会计准则理事会（AcSB）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主办有关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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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组讨论。该小组讨论的视频录像及简报材料现

已发布。 

小组讨论由 IASB 成员 Gary Kabureck 主持，参与讨论的人员包括 Karen Higgins（AcSB 副主席

及德勤合伙人）、Karyn Brooks（加拿大贝尔集团已退休资深副主席及主管，以及收入确认过渡资

源小组成员）、Cameron McInnis（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首席会计师）和 Allison McManus（毕

马威合伙人及前 IASB 工作人员）。在简要概述加拿大现状之后，各方深入讨论了 IFRS 15 的实施事

项及项目管理，包括外部沟通。 

可通过 YouTube 观看视频录像（2 小时 15 分钟）。相关简报材料可从 AcSB 网站下载。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寻求 IASB 成员提名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寻求对 2017 年 7 月的 7 名理事会成员的提名。获委任的 IASB 成员

首个任期为五年，并有可能再延任三年（在例外情况下可延任五年）。IASB 理事会成员提名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截止。请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了解更多信息，及点击这里访问 IASB 网站

的 IASB 成员申请页面。 

欧盟正式采纳 IFRS 15 

欧盟发布了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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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

盟委员会（EC）条例。IFRS 15 明确规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报告人如何及何时确认收入，并要求

此类主体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信息量更大及更相关的披露。IFRS 

 15 提供了适用于所有与客户订立之合同的、单一的以原则为导向的五步骤模型。 

根据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条例（EC）第 1606/2002 号，刊载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公报的 2016

年 9 月 22 日的欧盟委员会条例（EC）第 2016/1905 号修订了采纳特定国际会计准则的条例

（EC）第 1126/2008 号，以采纳 IASB 于 2014 年 5 月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与

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欧盟的生效日期与 IASB 修改后的生效日期相同（对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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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欧盟已采纳 IFRS 15，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更新了其认可状态报告。请点击这里

了解更多信息。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10/t20161011_2433279.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0/t20161027_2445062.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NcAgePApE
http://www.frascanada.ca/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item83615.pdf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member-vacancies.aspx
http://www.ifrs.org/About-us/IASB/Careers/Pages/members-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2016.aspx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efrag/2016/31-octo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efrag/2016/31-octo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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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工作计划更新 

IASB 在其 2016 年 10 月会议后更新了工作计划，其仅反映出很少可追溯的进展或时间表推迟。最

值得关注的是《披露项目 — 披露原则》讨论文件的发布时间已推迟至 2017 年 2 月。 

工作计划变更包括： 

主要项目 

 无任何变更（即，各项目可能均推迟一个月，但无法明确识别） 

实施项目 

 在本周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施问题进行讨论之后，工作计划增加了一个新项目“不动产、

厂场和设备：预期使用前的所得”。预计将在“6 个月之后”发布征求意见稿。 

 年度改进（2015-2017 年）：现预计将于 2017 年 1 月发布征求意见稿 

研究项目 

 披露项目 — 披露原则：现预计将于 2017 年 2 月发布讨论文件。在本周的会议中，工作人员将

讨论文件的预计发布日期从 2016 年 12 月中旬改为 2017 年 2 月，以使理事会有更多时间关注

草拟的保险准则的相关事项。 

实施后复核 

 对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的实施后复核，现预计将于

“3 个月内”决定项目的方向。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修改后的 IASB 工作计划。 

受托人委任 IASB 副主席 

在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宣布委任 Sue Lloyd 接替于 2011 至 2016

年担任副主席的 Ian Mackintosh 担任 IASB 副主席。Lloyd 女士的任期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开始

及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并且可获得连任资格。Lloyd 女士自 2014 年起成为 IASB 理事会成

员，此前曾担任 IASB 的资本市场总监及技术活动高级总监。此外，Lloyd 女士此前曾是澳大利亚会

计准则理事会成员。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新闻稿了解更多信息。 

IASB 宣布于 2017 年 5 月举行针对学术界人士的研习班 

IASB 技术人员将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在伦敦举行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教学人员的为期一

天的研习班。 

该研习班将为 IFRS 的教学人员提供一个平台，以便： 

 与 IASB 技术人员讨论新的及经修订的 IFRS（特别是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 IFRS 准则）的进展；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技术人员讨论近期发布的解释公告以及因年度改进项目导致的

IFRS 修订的进展； 

 听取 IASB 资深技术人员关于在制定纳入 IASB 活动议程的主要的新 IFRS 时所考虑的主要原则的

最新汇报； 

 参加以《框架》为导向的 IFRS 教学研习班，与 IASB 教育计划工作人员一同探讨案例研究；以

及 

 就为 IFRS 教学人员提供的支持向 IASB 提出反馈意见。 

本次研习班可免费参加，然而由于席位有限，需预先提交申请。请点击这里查阅 IASB 网站上的更

多信息。 

欧洲议会关于 IFRS 9 议案的决议 

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体会议中就所提出的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

具》（IFRS 9）的议案作出决议。有关该议案的内容请参见相应的新闻。对所提出议案作出的最后

一刻修正案被否决。 

欧洲议会就 IFRS 9 的议案进行投票 

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就所提出的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的议案进

行辩论，并随后对该议案进行投票。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Pages/IASB-Work-Plan.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Governance/Pages/Sue-Lloyd-appointed-as-Vice-Chair-of-the-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aspx
http://www.ifrs.org/Conferences-and-Workshops/Pages/IASB-workshop-for-academics.aspx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6/10/ifrs-9-resolution?id=en:link:ifrs_on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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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由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ECON）编制并涉及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若干问题，

特别是欧盟委员会打算如何处理就 IFRS 9 对长期投资的潜在负面影响产生的疑虑；欧盟委员会打算

如何处理就 IFRS 9 与即将发布的新保险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具有不

同生效日期产生的疑虑，及欧盟委员会是否认为 IASB 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发布的规定是充分的且

能够满足欧盟的需求；以及欧盟委员会打算如何处理 IFRS 9 对金融稳定性构成的潜在负面影响。 

鉴于上述考虑，该议案包含有关 IFRS 9 的若干观察意见并且呼吁各方确保 IFRS 9 有助于保护欧洲公

众的利益。值得注意的要点包括： 

欧洲议会 

 指出 IFRS 9 是 IASB 应对金融危机的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并表示准则实施工作已取得进展； 

 承认 IFRS 9 是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的改进； 

 指出 IFRS 9 要求在会计过程中运用大量判断，并呼吁欧洲监管当局与欧盟委员会及欧洲财务报

告咨询小组（EFRAG）合作制定有关指引以防止管理层滥用自由裁量权； 

 呼吁 IASB 和 EFRAG 加强其执行影响分析的能力（特别是宏观经济领域）； 

 指出 IFRS 9 与即将发布的新保险准则 IFRS 17 具有不同的生效日期，并同时指出 IASB 已发布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IFRS 4）的修订以回应对此存有的某些疑虑； 

 呼吁欧盟委员会确保 IFRS 9 符合欧盟的长期投资战略； 

 呼吁欧盟委员会确保 IFRS 9 遵循会计指令，并在必要时与 IASB 及国内和第三方国家的准则制

定机构展开合作； 

 呼吁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监管机构（ESA）、欧洲中央银行（ECB）、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

（ESRB）和 EFRAG 一同密切监控 IFRS 9 在欧洲的实施情况，并在 2019 年 6 月之前编制事后

影响评估；以及 

 呼吁 IASB 执行 IFRS 9 的实施后复核，以识别及评估准则无意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长期投资

的影响）。 

议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将在未来欧盟立法过程中作为指引和参考。请点击查阅刊载于欧盟委员

会网站的所提出议案的全文。 

IASB 研究论坛文件及网播注册 

第三届 IASB 研究论坛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和 16 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召开的当代会计研究

（CAR）大会上举行。研究文件现已发布。 

论坛陈述及讨论了下列文件。IASB 同时参与了前三份文件的讨论： 

 推进《概念框架》：不确定性的会计处理 

 资产和负债：何时存在？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对财务报表可比性的相对影响 

 在复杂审计任务中内在动因如何改善审计师的判断？ 

 将产品价格与长期边际成本相联系：源自太阳能光伏模块的证据 

 公司调整至最佳避税水平有多快？ 

 一个团队还是两个？调查审计师与信息技术专家之间关系的质量：对审计项目组身份及审计流

程的影响 

所有文件均可从加拿大学术会计协会（CAAA）网站下载。加拿大会计准则理事会（AcSB）同时

主办了一个网播。全球范围内参加网播的人士均可观看会议上陈述的研究及讨论。请点击这里了解

更多信息。 

在利马举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大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下一届美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大会于 2016 年 11 月 3-4 日在秘鲁利马

举行。此次以英语和西班牙语举行的大会包括对以下内容的讨论：新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的实施计划、《概念框

架》、以及《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实施，同时还将包括有关一致应用和未来企业

报告的小组讨论。在大会召开前将举行涵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事项的为期半天的研习班。 

请参阅大会网站（仅有西班牙语）了解更多详情（包括注册信息）。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MOTION+B8-2016-1060+0+DOC+XML+V0//EN
https://www.caaa.ca/en/news-and-events/2016-car-conference-iasb-research-forum/conference-schedule/
https://www.caaa.ca/en/news-and-events/2016-car-conference-iasb-research-forum/webcast/
http://www.conferenciaifrs20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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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ITCG 电话会议汇总 

IASB 发布了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举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咨询小组（ITCG）电话会议记

录。 

ITCG 探讨了： 

 针对休闲业和农业建议新增的常见实务； 

 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术语和条件；以及 

 ITCG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保险合同》（IFRS 4）修订的复核。 

请点击这里参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汇总了解更多信息。 

与此同时，ITCG 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在伦敦举行面对面会议，所讨论的主题包括： 

 更好的沟通 

 相关活动的最新进展 

 以原则为导向的报告及全球技术 

 主体特定的披露 – 专责小组进展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内容及其他领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技术 

 ITCG 英国财务报告研究室 – 数字化未来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此次会议的支持性材料。 

FRC 有关改进现金流量表的讨论文件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发布了有关改进现金流量表的讨论文件，旨在识别可能对《国际会计准则

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的要求作出的潜在变革性改进。  

讨论文件指出 IAS 7 已发布超过 20 年，且“若未能从 2016 年角度识别出改进将令人感到意外”，

并提出了改进现金流量表有用性的若干观点。讨论文件分为 5 个部分： 

 关于现金流量的信息的有用性 

 现金流量的分类 

 现金等价物及流动资金管理 

 经营活动的调节 

 直接法还是间接法？ 

讨论文件包含涉及上述各部分的 11 条具体问题，但同时寻求获得与可能对现金流量表作出改进的

事项相关的任何其他意见。 

请点击这里查阅该讨论文件，及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FRC 网站的相关新闻稿。 

ESMA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公布更新后的协议声明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更新了其协议声明。该声明是以 2014

年的协议为基础，阐述了支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范围内一致实施

和应用的条款。请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新闻稿及协议声明了解更多信息。 

ISAR 有关 IFRS 15 和 IFRS 16 的研习班 

第 33 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ISAR）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

在日内瓦召开。在会议召开前，于 10 月 3 日举办了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近期发展的研习班。 

IASB 执行技术总监 Hugh Shields 首先做了涉及主财务报表、披露项目及企业报告的有关财务和企

业报告趋势的陈述（相关的简报材料刊载于 UNCTAD 网站）。 

随后，下述嘉宾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发表演讲（请

点击下列链接查阅刊载于 UNCTAD 网站的相关简报材料）： 

 Richard Martin（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Susan M. Cosper（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David Baur（普华永道，瑞士） 

 Vincent Papa（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Vijay Kumar（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ICAI）） 

 Fábio Moraes da Costa（FUCAPE 商学院，巴西） 

http://www.ifrs.org/Alerts/XBRL/Documents/2016/ITCG_Meeting_Summary_September%202016.pdf
http://www.ifrs.org/Meetings/Pages/ITCG-Face-to-Face-Meeting---October-2016.aspx
https://www.frc.org.uk/Our-Work/Publications/Accounting-and-Reporting-Policy/Discussion-Paper-Improving-the-Statement-of-Cash-File.pdf
https://www.frc.org.uk/News-and-Events/FRC-Press/Press/2016/October/Consultation-into-improvements-to-cash-flow-statem.aspx
http://www.ifrs.org/Alerts/PressRelease/Pages/ESMA-and-IFRS-Foundation-sign-updated-protocol.aspx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Documents/IFRS-Foundation-ESMA-updated-statement-of-protocols-2016.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1_RMartin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1_SMCosper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1_DBaur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1_VPapa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1_VKumar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1_FMdaCosta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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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部分的研习班集中讨论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演讲嘉宾包括（请点击下

列链接查阅刊载于 UNCTAD 网站的相关简报材料）： 

 Susan M. Cosper（FASB） 

 Andrew Watchman（EFRAG） 

 Kalani Hettiarachchi（斯里兰卡会计和审计准则监督委员会） 

有关商誉和减值的第二项定量研究 

类似于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ASBJ）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3 号——企业合并》（IFRS 3）的实施后复核之后开展一项有关商誉和商誉减值的研究。该两项

研究最初并无联系，而直至相对较迟的阶段才对两项研究的数据和发现进行合并及交流。因此，现

时发布的 ASBJ 研究报告与 9 月底公布的 EFRAG 报告相类似但不完全相同。 

ASBJ 报告陈述的主要发现包括：  

 对于所分析的所有股票市场指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从 2005 年至 2014 年商誉

总额及每家公司的商誉金额均有所增加。 

 与日本和澳大利亚股票市场指数相比，美国和欧洲股票市场指数所确认的商誉总额及每家公司

的商誉金额均较高。 

 美国和欧洲股票市场指数一贯地反映出较高的商誉占净资产比率以及商誉占市场资本化比率。 

 在 2014 年，在美国及欧洲确认商誉的公司之中，分别有 32%和 25%的公司的商誉超过其净资

产的 50%。此外，在美国及欧洲确认商誉的公司之中，分别有 14%和 11%的公司的商誉超过其

净资产的 100%。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少数公司商誉超过其总市值的 100%。 

 在美国和欧洲，总市值金额大比例超出财务状况表内权益的账面金额。 

 在分析减值与股票市场指数价格或点数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并未发现明显的时间滞差。 

 基于所搜集的数据，可判断出商誉全额确认为费用的平均年限为：美国 82 年，欧洲 37 年，日

本 9 年及澳大利亚 34 年。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ASBJ 网站的研究及点击这里查阅相应的新闻稿，同时请点击这里查阅

EFRAG 的研究报告。 

有关租赁及 IFRS 4 近期修订的联合投资者广泛咨询活动 

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欧洲金融分析师协会联合会（EFFAS）、意大利准则制定机构

Organismo Italiano di Contabilità (OIC)、及 Associazione Italiana degli Analisti e 

Consulenti Finanziari (AIAF)于 11 月 19 日在米兰召开联合会议。会议以英文举行并包括来自 IASB

的演讲嘉宾。 

会议的第一部分涉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并寻求使用者对一系列主题事项提出

意见。会议的第二部分讨论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保险合同》的修订，其允许签发保险

合同的公司运用重叠法，并且为以保险为主导性业务的公司提供一项可选的临时豁免，从而直至

2021 年前无需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新闻稿了解更多信息。 

 

 

IASB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会议 

描述   

IASB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6 年 10 月 18 - 19 日的会议记录。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2_SMCosper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2_AWatchman_en.pdf
http://unctad.org/meetings/en/Presentation/ciiisar33_WS2_KHettiarachchi_en.pdf
https://www.asb.or.jp/asb/asb_e/international_activities/discussion_research/20161003_e.pdf
https://www.asb.or.jp/asb/asb_e/international_activities/discussion_research/20161003.jsp
http://www.iasplus.com/en/news/2016/09/efrag-goodwill?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efrag.org/News/Meeting-31/What-is-new-in-accounting-for-Leases-What-do-the-IFRS-4-amendments-mean-for-investors-and-analysts
http://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16/october/octo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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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6 年 10 月 24 日 范例及核对表 — 2016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遵循性核对表及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2016 年 10 月 4 日 范例及核对表 — 2016 年《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IAS 34）遵循性核对表 

 

审计 

中国大陆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北注协”）近日发布了《专家提示[2016]第 7 号——对 IPO 审计调账的考

虑》，提出了 IPO 审计中在不同情况下需要建议报告主体调账时应该考虑的问题。请点击这里查阅

提示全文。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上交所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司发布定期报告（半年报和年报），其中年报中的财务报告必须经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香港 

 
香港联交所 

有关「控股股东」事宜及相关上市规则影响的指引（HKEX-GL89-16） 

联交所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刊发指引信 GL89-16，旨在 (i) 提供有关联交所诠释《主板规则》及

《创业板规则》所载「控股股东」定义的指引；及 (ii) 厘清联交所对「控股股东」所须遵守《主板

规则》及《创业板规则》的主要责任规定的一贯做法，其中包括拥有权维持不变和控制要求、禁售

期规定及上市前及上市后的各项披露责任。请点击这里查阅该指引信。 

 

其他 

ESMA 公布 2016 年财务报表执法重点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公布在评估上市公司 2016 年财务报表时将着重关注的重点事项。 

ESMA 认为下列关键主题与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检查尤其相关: 

 财务业绩的列报； 

 金融工具：权益工具与金融负债之间的区分；以及 

 披露新准则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英国脱欧与部分欧洲发行人的相关性，ESMA 敦促可能受到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影响的

发行人评估和披露相关风险及其可能对业务活动造成的预期影响。ESMA 预计随着英国脱欧日临

近，将可获得有关影响的更多信息。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6/ifrs-checklist?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6/ias-34-checklist?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bicpa.org.cn/zyfwz/zyfw/zzyzd/sj/B1478051602558540.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rading/bond/c/c_20161011_4186095.shtml
http://en-rules.hkex.com.hk/net_file_store/new_rulebooks/g/l/gl89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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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A 和欧洲国家执法机构将对上述重点领域相关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的应用进行监控和监

督，并且国家监管机构在适当情况下会将上述重点领域纳入其复核并采取纠正措施。ESMA 将针对

欧洲上市主体如何应用上述重点领域搜集有关数据，并将在单独的报告中公布其发现。  

请点击链接查阅刊载于 ESMA 网站的下列文件： 

 新闻稿  

 有关执法重点的公开声明（提供有关每一个重点领域的更多背景信息） 

FEE 回应 EBA 针对预期信用损失会计处理的指引进行的咨询 

2016 年 7 月，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就信贷机构的信用风险管理实务和预期信用损失会计处理的

指引草案进行咨询。欧洲会计师联合会（FEE）对该咨询作出回应，并要求就审慎原则与会计要求

之间的预期相互影响作出澄清。 

EBA 指引草案是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于 2015 年 12 月针对同一事项制定的指引为基

础，其中一个章节详述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的应用。 

FEE 指出任何在欧盟层面制定的相应指引均应最大限度与国际要求和 BCBS 指引保持一致，以确保

对 IFRS 9 作出一致诠释及在各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实现高质量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于建议的

EBA 指引，EFF 担心其涵盖比 BCBS 指引更广的范围，并强调 FEE“对 EBA 不具备亦无意获得制定

财务报表要求的权利具有明确的期望”。FEE 认为：“审慎原则和会计方法不可能相似，并且应当

留意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 

请查阅刊载于 FEE 网站的新闻稿和咨询回复了解更多信息。 

EFRAG 就认可 IFRS 16 进行咨询 

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发布涉及认可在欧盟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

赁》（IFRS 16）的初步咨询文件。 

尽管 EFRAG 的初步结论认为，与被其取代的准则和解释公告相比， IFRS 16 符合相关的质量特征、

并未产生任何涉及审慎会计的问题、与真实和公允反映原则不存在冲突、将改进财务报告、且鉴于

对未与等效的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趋同的考虑不会让欧洲主体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 EFRAG 的

评估结果并未表明其能否实现可接受的成本与效益权衡。此外，在咨询期内，EFRAG 将就 IFRS 16

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意见及 IFRS 16 的影响分析展开额外工作。 

EFRAG 预期该额外工作将为其评估提供大量的附加意见，且并未就 IFRS 16 是否有利于欧洲公共利

益得出初步结论。因此，EFRAG 鼓励利益相关方就可能与其认可建议相关的任何事项提供意见

（此类意见无需限定于咨询文件所包含的特定问题）。 

公众意见征询期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截止。EFRAG 预计将在 2017 年较短的咨询期内发布认可建

议的完整草案。 

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新闻稿以获取该咨询文件及各类支持文件。EFRAG 同时更新

了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认可状态报告，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香港税务局 

香港税务局（IRD）在 10 月份发布了 2015-16 年度报告。在 2015-16 年度，实地审核及调查科完成

了 215 个避税个案，合共征收约 10 亿元补缴税款及罚款。 

在 2015-16 年度，实地审核及调查科共有 5 组实地审核人员，且 IRD 成功起诉 3 宗逃税个案，3 宗

个案均涉及虚报个人进修开支扣除，其中 1 宗同时涉及虚报认可慈善捐款扣除。在此 3 宗个案中，

最严厉的判罚是入狱 4 个月及罚款。 

请点击这里查阅报告全文。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sets-enforcement-priorities-listed-companies%E2%80%99-2016-financial-statements
https://www.esm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library/esma-2016-1528_european_common_enforcement_priorities_for_2016.pdf
https://www.accountancyeurope.eu/consultation-response/consultation-response-eba-implementation-expected-credit-losses-model/
https://www.accountancyeurope.eu/wp-content/uploads/161025_EBA_comment_letter_ECL.pdf
http://www.efrag.org/News/Project-253/EFRAG-requests-comments-on-its-Preliminary-Consultation-Document-regarding-the-endorsement-of-IFRS-16-Leases
http://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efrag/2016/12-october?id=en:link:ifrs_on_point
http://www.ird.gov.hk/eng/ppr/are15_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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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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有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更为详

细的描述。 

 

德勤为各行各业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户提供审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风险管理、税务及相关服务。德勤透过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的成员所网

络为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的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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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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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个办事

处分布于北京、香港、上海、台北、长沙、成都、重庆、大连、广州、杭

州、哈尔滨、合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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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企业风险管理和税

务服务。德勤在中国市场拥有丰富经验，同时致力在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

度及培养本地专业会计师方面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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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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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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