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2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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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IFRS 17 的进一步潜在修订作出决定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讨论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以
及于 2018 年 10 月被识别为潜在修订备选项目的涉及该准则的 25 项关注事项的其中 4 项。
所讨论的事项如下：
 转移重大保险风险的贷款
 过渡性规定：选择权和比较信息
 过渡性规定：过渡时的风险缓解选择权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累积的金额
 过渡性规定：简化追溯调整法
请点击查阅以下内容：
 上述讨论的完整会议记录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决定汇总
 由 IASB 成员 Darrel Scott 和技术人员 Laura Kennedy 主持的关于 2 月 IASB 会议对 IFRS 17
的讨论的播客。
德勤刊物
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9 年 2 月 7 日

国际公认会计原则银行有限公司 — 根据因 IFRS 9 作出相应修订的 IFRS 7 提供的披露范
例

2019 年 2 月 11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2 月 12 日

2018 年 IFRS 财务报表范例 — 附录 2：提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
赁》

2019 年 2 月 18 日

2019 年 IFRS 掌中宝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的相关活动
HKICPA 发布有关 IPO 保荐费收入确认的常问问题
HKICPA 就如何针对首次公开发行（IPO）保荐费收入的确认应用《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
客户合同收入》（HKFRS 15）发布常问问题。
香港和日本的准则制定机构继续开展双边会议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和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ASBJ）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商讨如何通
过相互协作实现更高质量的会计准则。HKICPA 和 ASBJ 分享其各自活动的最新讯息，并就如何改
善有关商誉、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交换意见，同时就公允价值计量的质量
及其司法管辖区内新发布的主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施进行讨论。HKICPA 和 ASBJ 计划继续开
展此类会议。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ASBJ 网站的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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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 1 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存在较高风
险，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严格执行承接客户的审批程序，审计中应重点关注期初余额的审计、内部控
制审计及以前年度审计意见，并强化项目质量控制复核。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
关新闻稿。

国际
有关事务所和约定项目质量管理的全球咨询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就应对事务所和约定项目质量管理的三项相互关联的准则征
询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9 年 7 月 1 日。有关建议引入了对预期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审计、审阅及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项目质量的方式的重要变更。建议的准则包含一个积极主动的、
以风险为导向的新方法，以确保事务所内质量管理系统的有效实施，并为约定项目实现一致的质量
奠定基础。新方法改善了准则的可调节性，因为其促使系统针对事务所及其约定项目的性质和具体
情况来设计。您可点击这里了解咨询的详情。
IAASB 2019 年工作计划：提高审计质量
IAASB 的工作计划是以 2015‒2019 年战略所述的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为指导：
 持续关注作为优质审计之基础的国际审计准则（ISA）；
 针对其他服务的准则对于应对利益相关方的新兴需求的重要性；以及
 IAASB 拟强化协作以处理与其工作相关的公众利益事项。
2019 年工作计划将处理最相关的公众利益事项作为优先工作重点，并包括有关 IAASB 为继续推动
在上述战略期间伊始启动的重要项目进展所计划的工作的详细信息。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注重职业怀疑
IAASB 近期发布职业怀疑联合公报，这是旨在强调 IAASB 为在其准则中适当反映职业怀疑所实施工
作的系列举措之一；同时还发布了相关的新闻和信息。您可点击这里查阅职业怀疑联合公报。
咨询文件 – 长式外部报告（"EER"）鉴证
IAASB 现正就长式外部报告（EER）鉴证项目的第 1 阶段制定指引初稿的进展进行咨询。征求意见
截止期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EER 涵盖许多不同形式的报告，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报告、可持续发展
报告、及主体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事宜的其他报告。
咨询文件包括有关执业人员如何针对 EER 鉴证业务应用《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 3000 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ISAE 3000（修订版））的指引初稿第 1 部分。鉴于此次为
临时咨询，因此咨询文件并未包含预期发布的指引全文的征求意见稿。此次咨询旨在协助 IAASB 继
续制定预期在项目第 2 阶段作为征求意见稿发布的完整的非权威性指引文件。
IAASB 尤其希望寻求在该不断变化的报告领域中具备实务经验的人士（包括参与实施约定项目的执
业人员及其他专家），EER 报告编制人、投资人及其他使用者、准则制定机构和监管机构）的意
见。您可点击这里查阅详细的咨询文件。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2018/19利得税报税表的修改：税务局在网站上刊载了修改后的2018/19利得税报税表及补充
表格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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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经「税务易」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的服务。
 立法会对航空业和海运业的相关税务措施的问题。
 印花税统计资料。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完成公司债券发行人 2018 年专项现场检查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新闻稿，宣布已完成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人 2018 年专项现场检查。根据该新闻
稿，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涉及债券募集金管理使用以及信息披露等，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向
发行人或中介机构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共 35 项（其中 4 项针对会计师事务
所）。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香港
财务汇报局欢迎政府在 2019 -2020 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财务汇报局注入 4 亿港元种子资金
财务汇报局欢迎政府在 2019-2020 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注入财务汇报局的种子资金将由行政长官于
2018 年施政报告中初步建议的 3 亿港元增加至 4 亿港元，以协助财务汇报局由现时的核数师监管
制度过渡至新制度。政府亦宣布宽免新制度实施后的首两年征费。
随着《2019 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于今年 1 月 30 日获通过，财务汇报局将成为香港全面独
立的核数师监管机构，获赋予直接行使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权力。财务汇报局
亦获赋予权力监察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履行对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注册、专业道德、审计及
核证准则和专业进修规定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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