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9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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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修订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修改了一些报表项目，同时
对一些报表项目的使用规定予以澄清。新的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企业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征求意见稿）》，其主要内容为：商品经纪商从商品现
货市场交易中获取的、且以交易为目的持有的、为从价格波动中获取利润的大宗商品，应当按公允价
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计量；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的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属于关联
方，以及企业的合营企业与该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属于关联方；修订企业合并中取得的经
营活动或资产组合是否业务的判断标准，包括引入“集中度测试”的选项，这部分修订内容与国际会
计准则理事会于 2018 年 10 月发布的《业务的定义（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IFRS 3）的修
订）》类似。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9 年 10 月 25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
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IASB 完成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BOR)改革项目的第一阶段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利率基准改革（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国际
会计准则第 39 号>（IAS 39）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IFRS 7）的修订）》，这是应对银行同业
拆借利率(IBOR)改革对财务报告的潜在影响的首个步骤。有关修订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
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请点击查阅：
 IASB 的新闻稿
 阐述建议修订的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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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8 月

2019 年 9 月 26 日

IFRS 聚焦 — IASB 就利率基准改革发布对 IFRS 9、IAS 39 和 IFRS 7 的修订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汇集在企业报告业界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之组织的企业报告对话（CRD）宣布开展一个为期两年
的项目，以着重关注其成员的准则和框架之间的协调。现已向在纽约气候周期间参加世界经济论
坛可持续发展影响峰会的企业和投资者推出名为《推动气候相关报告协调一致》的报告。请点击
查阅刊载于 CRD 网站的报告全文。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和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CDSB）联合发布《气候相关财务
披露专责小组（TCFD）最佳实务手册》，以作为 2019 年 5 月发布的 TCFD 实施指引的补充。该
手册提供众多 TCFD 报告实例，以协助各公司更好地了解如何能更有效地与投资者沟通其面临的
具有财务重要性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请点击下载刊载于 CDSB 网站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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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SB 推出一个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网上学习平台，旨在协助各组织填补知识空白并改进与气候相
关的信息披露。由 TCFD 知识中心托管的该网上学习课程将提供 CPD 认证并适合于各公司、投资
者和金融专业人士。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DSB 网站的更多信息。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CAANZ）和苏格兰特许会
计师协会（ICAS）联合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披露建议：咨询文件》。关于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披露的建议旨在与现行报告框架相结合使用并对其保持中立，同时包括具体针对
SDG 的建议，并承认 SDG 涵盖的可持续发展事项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ACCA 网站的更多信息。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发布其 2018 年综合报告，该报告首次获得了独立审计师提供的有限
保证。请点击了解更多信息并查阅刊载于 IIRC 网站的报告。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宣布， 2018 年版的两项准则 —《GRI 303: 水资源与污水》及《GRI
403: 职业健康与安全》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GRI 准则的所有阿拉伯语翻译版均可从 GRI 网站免
费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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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第 3 号—关于新租赁准则核心变
化及新型服务的讨论》。概述了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并讨论了注册会计
师可以在过渡阶段为企业提供哪些服务。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北京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该等
指引具备相对较低的权威性。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已设立转让定价文件网页，以说明涉及主文档和本地文档的规定以及税务局确保遵循此类规定的方
法。
税务局的罚款政策网页已更新，内容现包括就双重课税宽免、资料交换、转让定价的规定等。
财政司司长宣布支援企业和市民的措施
《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最新版
符合资格的债务票据的清单（截至2019年9月30日）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19年7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保险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定义、保险
公司应建立的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制度、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等问题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
这里阅读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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