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8 年 3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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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关于持有待售准则有关问题的解读》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持有待售准则有关问题的解读》，对财政部 2017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作出解读，明确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和处置组的范围、相关的会计处理和会计科目等。请点击这里阅读刊载于财政部网站的上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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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发布修订后的《概念框架》
IASB 发布其修订后的《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修订后的《概念框架》包括一个有关计量的新章
节、针对报告财务业绩的指引、修订后的定义和指引（特别是负债的定义）,以及对诸如受托责任、
审慎性和计量不确定性的角色等领域的澄清。新《概念框架》并未构成对其内容的实质性修订。取
而代之的是，IASB 侧重于作出更新、澄清及填补 2010 年《概念框架》的空缺。《概念框架》并未
列明具体的生效日期， IASB 将立即开始使用。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下列文件：
 新闻稿及相关的网播
 反馈声明
 关于新《概念框架》的一页汇总表
IASB 发布涉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的对 IASB 的建议修订
IASB 发布征求意见稿《会计政策变更（对 IAS 8 的建议修订）》，建议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作出有限范围修订，以应对如何对因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解释委员会发布的议程决定而导致的会计政策自愿变更进行会计处理。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8
年 7 月 27 日。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下列文件：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新闻稿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 IFRS 聚焦简讯
德勤刊物
3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8 年 3 月 29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进一步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

2018 年 3 月 21 日

客户合同收入 – IFRS 15 指引

2018 年 3 月 12 日

IFRS 要闻 – 2018 年 2 月

2018 年 3 月 1 日

IFRS 聚焦 – 计划修改、缩减或结算：对 IAS 19 的修订，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8 年 3 月

2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提示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不同类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风险
中注协近日提示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不同类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风险：

银行类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中注协提示注册会计师应在此类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
以下事项： 舞弊风险，内部控制有效性，信贷资产质量，中间业务。请点击这里查阅。

多次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中注协提示注册会计师应在此类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
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事项：管理层舞弊风险，管理层频繁变动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恰当评
价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请点击这里查阅。

临近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日期时承接的审计业务：中注协提示：对于在临近年报披露日期更换会
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应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特别是要做好前后任注册会计师
沟通，了解上市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的真正原因。请点击这里查阅。

香港
针对专业会计师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
根据近期作出修订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 615 章），自 2018 年 3 月 1 日
起，“专业会计师”（即，《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所定义的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单位及
成员）必须遵循特定的客户尽职调查和记录保存要求。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有关上述主题的全文。
香港会计师公会所提交有关税务的意见
香港会计师公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意见，就首次将转让定价规则引入香港法律的《2017 年税务（修
订）（第 6 号）条例草案》表达了相关观点及疑虑。政府已为此发布了对所提交意见的回应。
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有关上述主题的全文。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省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好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工作，清理“有照无证”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注册为会计师事务
所的企业主体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60 日内，向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申请执业许可。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有关事项的
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扩大部分监管措施适用范围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修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决定》
（“《决定》”），将原来针对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暂不受理、中止审核等监管
措施，扩大适用于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
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所附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内控指引》”），对证券公
司投行业务应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详细指引，生效日为 2018 年 7 月 1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
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所附的《内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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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发布三项上市决策




上市发行人是否拥有足够的业务运作或足够资产符合《主板规则》第 13.24 条的规定（
HKEX-LD118-2018）
联交所为何拒绝若干上市申请（HKEX-LD119-2018）
联交所为何退回若干上市申请（HKEX-LD120-2018）

其他
日本对“指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清单作出更新
日本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宣布指定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额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以供在日本自愿采用 IFRS 的公司使用。
新增的 IFRS 包括：

就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长期权益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IAS 28）作出的修订

就提前偿付特征和金融负债的修改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作出的修订

2015-2017 年度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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