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8 年 6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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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修订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对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分别就尚未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和新收入
会计准则以及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或新收入会计准则 2 种情况提供财务报表格式的模板。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金融企业应当根据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性质和要求，比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相应调整。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的上述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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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探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的网播
IASB 发布一个网播，探讨如何针对具有提前偿付特征的金融资产应用 IFRS 9。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网播和简报材料。
德勤刊物
6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8 年 6 月 1 日

通过整合思维、可持续发展和创造价值提升利润 – Robert Bruce 与 Solvay 首席财务
官 Karim Hajjar 的访谈

2018 年 6 月 6 日

IFRS 要闻 — 2018 年 6 月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的相关活动
发布 2018 年《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修订版
HKICPA 于 6 月 28 日发布《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修订版（下称“2018 年《概念框架》”）。
主要变更包括：
1)
经修订的资产和负债定义；
2)
经修订的确认标准；以及
3)
重新引入有关 (a) 实质重于形式，及 (b) 审慎概念的明确表述。
2018 年《概念框架》同时首次包含终止确认以及列报和披露的概念，并包括有关计量原则和如何
处理计量不确定性的广泛讨论。此外，更着重强调确认、计量以及列报与披露决定之间的相互影
响。
确认、计量以及列报与披露之间更为紧密的相互影响通过贯穿于整个 2018 年《概念框架》的主旨
“如何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予以反映。有用的信息是以两个质量特征为依据：(a)
信息必须具有相关性，及 (b) 其必须如实地反映相关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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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订的资产和负债定义
“经济利益预期流向”的概念已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中移除，同时亦对确认标准作出类似修订。
作出上述修订的原因在于某些人士将术语“预期”与可能性门槛相联系。这一关联会产生问题，因
为其导致无法确认许多显然属于资产和负债的项目。例如，价外期权由于很可能不会被行使，因而
将不予确认。
对于负债的定义，引入了“不存在避免转移的实际能力”的概念，以协助各方确定是否及何时存在
负债。
经修订的确认标准
确认标准已作全面修订。
现行标准

修订后的标准

如果符合下列标准，则应确认一个项
目：

如果一个项目的确认能够为财务报表使
用者实现下列目标，则应予确认：

(a) 与此项目相关的未来经济利
益将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主
体；以及

(a) 提供相关的信息；以及
(b) 如实地反映相关的交易。

(b) 此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
靠地计量。
因此，修订后的标准不再包含可能性或可靠计量的门槛，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利益流向的较低可能
性现已成为表明确认可能无法提供相关信息的一个指标；而计量不确定性则可能影响某一项目的确
认能否如实反映相关的交易。
生效日期
HKICPA 将立即开始采用《概念框架》修订版来修订或制定准则或会计指引。然而，《概念框架》
修订版所作的变更对大多数报告主体的财务报表不会构成即时影响。仅在并无任何准则或会计指引
适用于特定交易或其他事项、或某项准则或会计指引允许作出会计政策选择，从而需要运用《概念
框架》修订版制定会计政策的情况下，上述变更才会对财务报表编制人构成直接影响。财务报表编
制人应针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应用《概念框架》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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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 1 号—审计中对结构化主体的
关注》，对结构化主体的判断、结构化主体是否纳入合并范围的判断、结构化主体在财务报表中的
列报和披露等提供指引，并对一个案例做了分析。您可点击这里查阅。该等指引具备相对较低的权
威性。

国际
IAASB 邀请利益相关方协助塑造新兴形式外部报告鉴证的未来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邀请对上述主题感兴趣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参加其在全球范围
内举行的一系列讨论，以协助塑造对新兴形式外部报告（EER）实施鉴证的未来。
IAASB 现正制定非权威性指引，以应对采用其鉴证准则《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 3000 号》（ISAE
3000）（修订版）针对新兴形式外部报告实施鉴证项目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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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助塑造 IAASB 对新兴形式外部报告实施鉴证的未来，历时半天的讨论将涵盖：
 指引草案第一阶段的进展；
 指引对鉴证项目的影响；及
 您所在地区面临的鉴证问题。
您可点击这里了解相关事件的进一步详情。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和修订一系列文件以支持创新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
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中国证监会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3号——试点红筹企业公开发行存托凭证招股说明书内
容与格式指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0号——试点红筹企业公开发
行存托凭证并上市申请文件》、《保荐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尽职调查工作实施规定》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2号——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特别规定
（试行）》等一系列文件，还发布修订后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上述文件的主要内容为：
 对存托凭证的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等做出具体规定
 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试点创新企业不再适用有关盈利和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的条件
 设定试点企业的选取标准和选取机制
 对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职责做出规定
 明确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上述文件均于 2018 年 6 月 6 日生效。您可以点击以下链接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
获取上述文件:
 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监管工作实施办法
 中国证监会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3 号——试点红筹企业公开发行存托凭证招股说明书
内容与格式指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0 号——试点红筹企业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
市申请文件
 保荐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尽职调查工作实施规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2 号——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特别规定（
试行）
 修订后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修订后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发布有关试点创新企业整体变更前累计未弥补亏损、研发费用资本化和政府补助列报等会计处理事项的
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试点创新企业整体变更前累计未弥补亏损、研发费用资本化和政府补
助列报等会计处理事项的指引》（“指引”），明确指出试点创新企业可以在将有限责任公司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按不高于净资产额折股，解决以前累计未弥补亏损。“指引”并对整体变
更前累计未弥补亏损、研发费用资本化和政府补助列报等事项的信息披露和保荐人及会计师等应执
行的核查程序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中国证监会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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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基础设施类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指南》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基础设施类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南》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基础设施类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指南》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基础设施类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南》，对基础设施类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分别予以明确。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规范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变更时涉及专项说明及承诺函的监管要求》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规范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变更时涉及专项说明及承诺
函的监管要求》，明确发行审核过程中，申请首发和再融资企业的中介机构（保荐机构除外）或签
字人员发生变更应当出具的专项说明及承诺函的要求。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
上述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人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
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行和外管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对人民币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的投资额度的审批备案、人民币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的管理和监督等问题进行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获取外管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外管局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外管局近日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在投资额度管理、账户管
理、汇兑管理、外汇风险管理、统计与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外汇
管理做出规范。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外管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香港
联交所刊发最新审阅上市发行人财务报告的结果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有关上市发行人定期财务报告之审阅报告，总结了联交所
审阅发行人于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发布的其中 100 份定期财务报告后得出的结果。在
报告中特别指出以下范畴的重要性：
向投资者提供有意义的管理层评论 — 除了继续留意联交所上年度报告提出有关（i）充分解释其表
现；（ii）评论重大结余及交易；（iii）阐释业务面对的主要风险；及（iv）运用关键表现指标等建
议外，发行人亦应注意于 6 月 1 日刊发的报告中提及的事项：
 网络风险及安全：发行人应详细阐述他们如何评估网络风险，及就网络风险及安全曾进行过的讨
论；
 资料诈骗及盗窃：发行人应详细阐述他们如何评估内部监控程序，以防止资料诈骗及盗窃以致机
密资料被盗用；及
 环境及社会风险：发行人应审慎考虑是否涉及该等风险；若涉及相关风险，应详细阐述该等风险
如何影响其不同分部及地理区域的业务。
判断及估计 — 发行人应确保其管理层每年均与审核委员会和核数师进行详细讨论，阐释重要的会
计估计背后各项主要假设所涉及的判断；
评估有形及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 — 董事及管理层有责任恰当地分析及判断评估减值测试
所用的主要假设是否合理，令所用的假设（如增长率及折现率）不会过份乐观。他们不应只依赖专
业估值师或其他专家的意见而不作充分的尽职审查；
收购的会计处理 — 完成收购后，发行人应审慎考量有关交易构成企业合并还是购买资产，因为两
者的会计处理方式完全不同。此外，进行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时，发行人亦应确保所有可辨认资产
均妥为辨认和确认，以准确计量商誉或低价收购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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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主要 HKFRS 所带来的影响 — 发行人发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的年报时，《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9「金融工具」及 HKFRS 15「客户合同收入」两大准
则经已生效但并未适用于该等年报。发行人应已在该等年报内提供更多针对其本身情况的定性及定
量资料，例如：他们目前实施相关准则的阶段；管理层预期将会采用的会计政策选择；及预期对财
务报表项目之影响的金额和性质。如发行人尚未有提供上述资料，应立即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及详
细研究该等主要 HKFRS，原因是他们编备下一份中期财务报表时须采用该等准则；及
新审计报告 — 发行人应及早与核数师讨论哪些文件将纳入年报，并按照《香港审计准则》的定义
属于「其他信息」，亦应确保其核数师可于审计报告日期前取得该等资料，并完成所需的程序。
联交所刊发有关上市发行人是否适合继续上市的指引
本函就联交所评估上市发行人或其业务是否适合继续上市的一般做法提供指引。
有关考虑申请人是否适合上市的因素的指引载于指引信 GL68-13 及 GL68-13A。本函特别指出以下
范畴的重要性：
 具有「壳股」特征的发行人
 长期停牌
 不适合上市的原因涉及董事或有重大影响力人士
 严重违反《上市规则》
 未能披露重要资料
 违反法律及法规
 贸易或经济制裁
 业务架构
 赌博
 过度依赖关键客户／供货商或控股／主要股东
 欺诈
 重大内部监控失当
 未能向联交所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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