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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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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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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6/t20180626_2939529.html
https://www.ifrs.org/webcast/?webcastid=1199946
https://www.ifrs.org/-/media/feature/supporting-implementation/ifrs-9/ifrs-9-prepayment-features-june-2018-slides.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robert-bruce-interviews/2018/karim-hajja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robert-bruce-interviews/2018/karim-hajja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18/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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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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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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此项目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

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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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相关的信息；以及 

(b) 如实地反映相关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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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icpa.org.cn/zyfwz/zyfw/zzyzd/sj/B15302603371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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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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fac.org/news-events/2018-06/iaasb-invites-stakeholders-help-shape-future-eer-assurance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6_33931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2.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6_33931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6_33931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6_33931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7_33932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08_3396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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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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t20180608_539232.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fxjgb/gzdt/201806/t20180608_339590.html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ut/p/c5/04_SB8K8xLLM9MSSzPy8xBz9CP0os3gPZxdnX293QwML7zALA09P02Bnr1BvIyNvc6B8pFm8s7ujh4m5j4GBhYm7gYGniZO_n4dzoKGBpzEB3eEg-_DrB8kb4ACOBvp-Hvm5qfoFuREGWSaOigDuOwR_/dl3/d3/L2dJQSEvUUt3QS9ZQnZ3LzZfSENEQ01LRzEwODRJQzBJSUpRRUpKSDEySTI!/?WCM_GLOBAL_CONTEXT=/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jwrzyyjzjgl/node_zcfg_zbxm_kjzwtz_store/c3584d8045dbbe979f5cbfa23da34f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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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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