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8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8 月国内外与财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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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和可持续发展和
公司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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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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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建议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和重要性实务公告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征求意见稿《会计政策的披露（对 IAS 1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
公告第 2 号>的建议修订）》，所阐述的建议修订旨在协助财务报表编制人决定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哪些
会计政策。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9 年 11 月 29 日。请点击查阅：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IASB 新闻稿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阐述建议修订的 IFRS 聚焦简讯
德勤刊物
8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9 年 8 月 5 日

2019 年 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2019 年 8 月 5 日

2019 年《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IAS 34）遵循性核对表

2019 年 8 月 5 日

IFRS 聚焦 — IASB 有关会计政策披露的建议修订

2019 年 8 月 19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8 月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在其网站上发布题为《综合报告与资本扩散》的研究报告，基于研究
对综合报告执行的定量分析，确定综合报告的扩散程度、综合报告采用的深度、以及多重资本披露
的范围与性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IRC 网站的新闻稿。
 全球投资专业人士协会组织特许财务分析师（CFA）协会发布题为《关于季度报告和环境、社会与
治理（ESG）报告的主张》的报告，该报告是基于针对其全球成员开展的涵盖上述主题的调查编制
而成。调查的反馈意见者认为，特定的 ESG 和可持续发展披露应当成为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且证
券监管机构应制定 ESG 披露准则或支持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即，该领域内的单一全球性准则制定
机构）来制定该等准则。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FA 协会网站的报告。
 碳披露项目（CDP）发布题为《摇钱树》的新报告，报告指出在对森林具有重大影响的 1,500 家公
司之中，有 70%未能提供有关其影响的数据，且公司提供森林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滞后于诸如气候变
化和水安全等其他环境问题。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DP 网站的新闻稿以查看该报告。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宣布，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ADX）已发布针对上市公司的 ESG 披露指
引。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SSE 网站的新闻稿。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宣布，《GRI 303: 水资源与污水 2018》及《GRI 403: 职业健康与安全
2018》已被翻译成日语。GRI 准则的所有日语翻译版均可从 GRI 网站免费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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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内地与香港特区就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签订第五议定书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28号（修订本）》– 利得税：有关扣除外地税款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8号》 － 转让定价文件及国别报告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9号》 － 相联人士之间的转让定价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60号》 － 香港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19年6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对科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
准、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并购重组等重点问题作出规定，并明确科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注册
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进行审核，证监会收到上交所报送的审核意见等相关文件后，在 5
个交易日内对科创公司注册申请作出同意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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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

香港
财务汇报局发布 2019 年 8 月电子简讯
在上半年，财务汇报局完成了两宗查讯及六宗调查。调查发现，在应用专业怀疑和判断去质疑管理层
对财务汇报处理和公允价值计量方面，有值得关注的地方。尤其是财务汇报局认为存在多类审计不当
行为、对减值评估的工作不足、对企业合并和收购业务之性质的考虑不充分、对可转换债券的工作不
足、及在上述每项调查中发现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也有不足之处。请点击这里查阅进一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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