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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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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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有关保险合同项目意向性决定的播客
IASB 发布一个播客，探讨了在 2016 年 11 月的 IASB 会议上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
险合同》（IFRS 17）草稿的外部测试中以及迄今为止的准则草拟过程中所产生的事项进行的审议。
在涉及保险合同的部分中，IASB 同时决定将 IFRS 17 的强制生效日期设为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或
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请点击收听 IASB 网站上的该播客（长度约 9 分钟）。
IASB 决定 IFRS 17 的生效日期
IASB 已投票决定即将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的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鉴于工作人员假设 IFRS 17 将在 2017 年上半年发布，IASB 认为 2021 年的生效
日期将使得自 IFRS 17 发布至强制生效日之间可以有 3.5 至 4 年的时间。IASB 同时决定主体可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前采用 IFRS 17，但前提是必须同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
具》（IFRS 9）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IRS 15）。
2021 年的生效日期同时意味着运用递延法（即，允许主体针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前的年度报告期间
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而无需应用 IFRS 9）的主体在直至新保险合同准则强制
生效之前可继续采用该方法。请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 2016 年 10 月/11 月会议报告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在伦敦召开会议（德勤合伙人
Stephen Taylor 为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会议议程涵盖的重要主题包括：（1）主财务报表研究
项目的范围，（2）新保险合同准则的实施支持，（3）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关键业绩指标，
及（4）英国脱欧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影响。
该报告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主席 Joanna Perry 编制，探讨了：
 主财务报表研究项目的范围 – 委员会成员赞同灵活性与可比性之间的权衡存在压力，并指出
尽管其支持提供更多指引，但需要警惕指引不应造成过多的硬性规定。同时讨论了替代业绩衡
量指标，并认为 IASB 不应忽略该主题。
 新保险合同准则的实施支持 – 委员会成员赞同利用过渡资源小组是恰当的做法；然而，应当
利用所有可用的实施支持工具。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关键业绩指标 – 委员会成员考虑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可用
于监控其工作特定方面的潜在关键业绩指标并提供了相关建议。主要讯息为基金会应着重关注
准则制定流程的质量及广泛咨询活动，并且保持关键业绩指标的简洁及有针对性十分重要。
 英国脱欧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影响 – 委员会成员认为，尽管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但
并无任何需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立即处理的事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下一轮会议将于 2017 年 4 月 4-5 日在伦敦举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咨询委员会 2016 年 10 月/11 月会议的完整报告刊载于 IASB 网站。
IASB 工作计划更新
IASB 在其 2016 年 11 月会议后更新了工作计划。
准则制定和相关项目
 披露项目：重要性实务公告 – 现预计将在 6 个月后发布实务公告。
有限范围修订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解释公告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预期使用前的所得（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6 号》的建议修订）– 现预
计将在 6 个月内发布征求意见稿。
 所得税不确定性的会计处理 – 现预计将在 6 个月内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解释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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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
 针对《常见实务 – 农业、休闲业、特许经营和零售业》以及《常见实务 – 银行业》的建议更
新现预计于 12 月发布。
议程咨询
 IASB 工作计划（2017-2021 年）：工作计划新增了针对 2015 年议程咨询的反馈声明。
修改后的 IASB 工作计划刊载于 IASB 网站。
ASAF 2016 年 9 月会议汇总现已发布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工作人员已发布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计准则咨询论
坛（ASAF）会议讨论内容的汇总。
会议涵盖的关键主题包括（括号中的数字为汇总中相应段落的索引）：
 《概念框架》（37-62）：ASAF 成员综合探讨了《概念框架》项目。提交了若干文件供成员讨
论：（i）由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编制及陈述的关于计量的文件（不同的 ASAF 成
员支持该文件所提出的不同观点），（ii）IASB 工作人员草拟的针对选择计量基础时需考虑的
因素之讨论的建议修订（ASAF 成员对新的措辞表示反对），（iii）IASB 关于财务业绩信息列
报的意向性决定的最新进展，及（iv）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ASBJ）编制的关于财务业绩和衡
量的文件。
 业务的定义（63-71）：ASAF 成员听取了相应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项目的有
关信息，并将其与 IASB 的征求意见稿进行比较。ASAF 成员鼓励 IASB 与 FASB 确保其相应修
订的措辞尽量保持一致，并建议 IASB 在结论基础中澄清，即使 IASB 的措辞不同于 FASB 的措
辞，但仍旨在实现相同的结果。ASAF 成员同时指出 IASB 的征求意见稿中某些不一致之处及无
意造成的后果。
会议的完整报告刊载于 IASB 网站。

IASB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会议

描述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会议记录。

IASB 会议

请点击这里查阅 2016 年 11 月 14 - 16 日的会议记录。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行业信息系统审计指南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证监会公告【2016】第 25 号”，公告了作为“金融行业推荐性系列标准”
的 7 个部分的“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审计指南”，分别对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其他核心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的信息系统审计中审计程序和工作底稿
等提供了较详细的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公告并获取所附 7 个部分
的证券期货信息系统审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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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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了下列专家提示：
 《专家提示[2016]第 8 号—IPO 企业股权激励工具关注的审计重点》，就 IPO 企业股权激励工
具会计处理、初始计量、证监会相关规定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和考虑的审计事项进行提示。请
点击这里查阅提示全文。
 《专家提示[2016]第 9 号—IPO 企业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计关注》，针对 IPO 企业利
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进行舞弊的风险，就审计中应关注的要点提供指引。请点击这里查
阅提示全文。
 《专家委员会专家提示[2016]第 10 号—关于社会组织审计的几点关注》，对社会组织审计中
应关注的要点提供指引，并提供相关法规列表。请点击这里查阅提示全文。
 《专家提示[2016]第 11 号—房地产企业持续经营风险识别与审计应对》，就对房地产企业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相关风险的识别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等几个方面需
要注意的要点进行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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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了《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十四号至第二十号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对
酒制造、广播电视传输服务、环保服务、水的生产与供应、化工、航空运输和农林牧渔等行业上市
公司要求进行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并获取所附的
7 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 3 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
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从事工程机械相关业务》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对从事农业、工程机械及
装修装饰业务的上市公司要求进行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
关通知并获取所附的 3 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香港
香港会计师公会
执业审核遴选程序中的新要素
负责 HKICPA 执业审核计划的执业审核委员会近期同意在执业审核遴选程序中添加下列新要素：
 针对取得首个上市审计客户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在该上市客户首份审计报告刊发日后的首个
年度内将接受执业审核。
 具有多于一个上市项目且存在执业审核委员会转介予香港财务汇报局（FRC）处理之事宜或者
执业审核委员会或 FRC 提出合规性问题的相关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将在下一个正常 3 年周期
内接受一次中期审核。中期审核将评估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处理审计质量问题（无论纪律处
分程序的进度或结果如何）并且将审核至少一个其他项目。
 其上市项目数量发生重大或常规变动的相关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将于常规三年周期内接受中期审
核。中期审核将审核至少一个上市项目。
请点击这里查阅 HKICPA 发布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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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IFRS 9 刊载于欧盟公报
欧盟发布了认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的欧盟委员会（EC）条例，
确认采纳 IFRS 9 的决议。
根据刊载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报的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条例（EC）第 1606/2002 号，2016
年 11 月 22 日的欧盟委员会条例（EC）第 2016/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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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欧盟的生效日期与
I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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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击这里查阅公报内容（以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官方语言提供）。鉴于欧盟已采纳 IFRS 9，欧洲财
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已更新其认可状态报告。
EBA 启动第二轮有关 IFRS 9 对银行的影响评估
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启动第二轮针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的影响评估，
其样本涵盖欧盟境内约 50 家机构。第二轮评估是以 2016 年 11 月 10 日发布的第一轮评估结果为
依据。根据公布的内容，由于首轮评估的反馈意见者提供的信息反映出 IFRS 9 实施的早期阶段，因
此 EBA 预计各家机构现将能够提供关于 IFRS 9 实施的更详尽及精准的见解。新一轮评估将以首轮
影响评估的目标为基础（即，IFRS 9 对监管自有资金的预期影响、IFRS 9 与其他审慎要求的相互影
响、以及与 IFRS 9 相关的实施事项）。请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EBA 网站的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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