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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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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发布《国有林场（苗圃）财务制度》
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近日联合发布《国有林场（苗圃）财务制度》，对国有林场（苗圃）的预算、
收支、资产负债、财务报告等方面的财务管理做出规定。《国有林场（苗圃）财务制度》适用于非
营利性的国有林场和苗圃。生效日为 2018 年 1 月 1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
关通知和上述《国有林场（苗圃）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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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 保费分摊法的网络研讨会
IASB 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分为两部分的网络研讨会“IFRS 17 如何计量保险责任期较短的保险合
同？”。该网络研讨会陈述了 IFRS 17 允许针对保险责任期较短的保险合同可选择的简化会计处
理，称为“保费分摊法”。该网络研讨会分两部分录制，并涵盖可选用的简化计量、列报和披露要
求。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网络研讨会第 1 部分、第 2 部分及简报材料。
ICAEW 有关违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披露要求的报告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发布一份报告《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的披露质量
和国际可比性：源自养老金折现率、减值和开发成本资本化的证据》。报告的发现表明在搜集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实务中国际差异的数据时遇到困难。该问题的严重性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但作为
一个数据问题，这应当引起分析师的关注。某些披露不足可能是由于相关信息并不重要所致，但
ICAEW 怀疑可能存在某些不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披露要求的情况，而这应当引起审计师、IASB
和监管机构的关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CAEW 网站的报告全文。

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发布《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
财政部近日发布《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取代 2005 年发布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管理办法》简化了审批程序，降低了设立事务所和担
任合伙人的门槛，强化了有关对事务所进行监督管理的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
的《管理办法》, 点击这里阅读的财政部对《管理办法》的问题解答。

国际
IAASB 对 PCAOB 改进后的新审计师报告准则表示欢迎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对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采纳新审计
准则，以通过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额外和相关的信息（包括关键审计事项）以改进审计师报告表
示欢迎。PCAOB 的新准则（尚待美国证监会批准）类似于 IAASB 新的及经修订的审计师报告准
则，要求在上市主体的审计师报告内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并对截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年度的审计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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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B 的审计师报告实施工作小组编制了两份新刊物以对 IAASB 与 PCAOB 的准则进行比较。该两
份刊物将协助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 IAASB 与 PCAOB 的要求之间主要的相似及不同之处。有关
IAASB 新的及经修订的审计师报告准则的额外信息以及相关的支持材料均可在网上获取。您可点击
这里查阅上述主题的完整版。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务院发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近日发布了《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对融资担保公司设立、经营、监管等做出规
定，并要求融资担保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您可以点击这里获取中国政府
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发布《信托登记管理办法》
中国银监会近日发布《信托登记管理办法》，要求信托机构将其信托产品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
公司登记，并对登记内容、登记程序、信息查询办法等做出了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银监
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点击这里阅读中国银监会网站刊载的对《信托登记管理办法》问题的解
答。

香港
香港联交所为改善上市文件的质素及清晰度更新指引
为改善上市文件的质素及清晰度，香港联交所更新了两封指引信 – HKEX-GL86-16 和HKEXGL5613。
HKEX-GL86-16的改动
 新增的建议页数上限
香港联交所已就上市文件中「历史及发展」及「适用法例及法规」两节采纳了20页的建议
页数上限。此前，联交所已就「概要及摘要」及「行业概览」两节设立了10页的建议页数
上限。
 可能暂停审理上市申请
香港联交所决定若遇到下列情况，有可能酌情暂停审理2017年9月11日之后提交的上市申
请：
- 上市文件指定章节的页数超过联交所建议的页数上限；或
- 「概要及摘要」一节所载资料几乎全部由其他章节复制而成，或未有阐释主要财务数据出
现大幅波动的原因。
若上市申请遭暂停审理，申请人必须重新拟备上市文件的相关章节，从而完全符合HKEX-GL86-16
所述的要求，联交所才会恢复审理程序。暂停审理不等于退回或拒绝有关申请，故申请人毋须上载
修订的申请版本到披露易网站，首次上市费用亦不会被没收。
HKEX-GL56-13的改动
 可能退回上市申请
如香港联交所提出两轮意见后，仍未能清楚了解个别创业板上市申请的基本事宜（例如申
请人的业务模式或营运情况），有可能证明上市申请的披露并非大致完备。香港联交所有
可能退回该上市申请。
更新后的指引信已上载香港联交所网站。
香港联交所趁此机会提醒保荐人，他们的职责包括进行适当的尽职审查，以及协助申请人因应上市
部的意见准备回复。保荐人自己亦须有充分准备，能在上市委员会及创业板上市审批小组的聆讯上
回答提问。就有关意见或问题不作出回应或回答不清晰，都可能会导致上市申请被退回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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