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10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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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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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贯彻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贯彻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对会计准则的解释

和补充规定等均应由财政部统一发布或批准，并对会计制度的实施、内控控制制度、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以及相应的监管、培训工作等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

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建议更新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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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分类标准的建议更新。建议更新包括反映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9 年 9 月发布对 IFRS 

9、IAS 39 和 IFRS 7 的修订所引入的新披露要求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要素。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19 年 12 月 13 日。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新闻稿和建议更新。 

财务汇报局发布针对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提供的公司披露的专题复核发现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发布三份专题复核报告，以协助各公司提高涉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金融工具》（IFRS 9）、《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和非金融资产

减值的企业报告质量。请点击查阅下述刊载于 FRC 网站的额外信息： 

 新闻稿

 IFRS 9 专题复核

 IFRS 15 专题复核

 非金融资产减值专题复核

德勤刊物 

10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9 年 10 月 14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9 月 

2019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范例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关于同一控制下合并的刊物 

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布《同一控制下的合并 – 在香港如何进行报告》。该项研究反映了香港上市公司如

何报告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BCUCC），以及所采用的会计方法是否受到合并的特定特征影响，

同时分析了公司何时及如何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用先前的方法和披露哪些信息。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10/t20191031_3413259.htm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19/10/iasb-proposes-changes-to-the-ifrs-taxonomy-2019-for-interest-rate-benchmark-reform/
https://www.ifrs.org/-/media/project/ifrs-taxonomy-update-interest-rate-benchmark-reform-amendments-to-ifrs-9-ias-39-and-ifrs-7/ptu/ifrs-taxonomy-updateinterest-rate-benchmark-reform-amendments-to-ifrs-9-ias-39-and-ifrs-7.pdf
https://www.frc.org.uk/news/october-2019/frc-reviews-of-disclosures-relating-to-revenue-rec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4998f20e-30e1-47a8-a9e7-f15654fa0e03/IFRS-9-thematic-final.pdf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498aa4b3-85b2-4d4c-8f5a-3d0d28db9237/IFRS-15-thematic-PDF.pdf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4daee650-59fe-43b0-904c-ba9abfb12245/CRR-Thematic-Review-Impairment-of-Non-financial-Assets-final.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19/sept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19/mfs-2019/view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7_Major-projects/BCUCC/BCUCC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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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探讨气候相关问题报告的财务汇报局实验室报告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的财务报告实验室发布题为《气候相关的企业报告 – 下一步何去何从？》的

新报告，表明各公司尚未达到投资者针对气候相关问题的更清晰报告的期望。报告指出，对气候变化

的报告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投资者的期望正迅速变化。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FRC 网站的报告。 

针对气候相关风险和财务报表的论文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AASB）和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AUASB）发布题为《气候相关风险和财

务报表：对监管机构、财务报表编制人、审计师和使用者的影响》的论文，概述了于 2019 年 4 月重新

发布的公告《气候相关及其他新兴风险的披露：使用 AASB/IASB 实务公告第 2 号评估财务报表的重要

性》所述的指引以及发布背后的动机。该论文在《澳大利亚会计评论》发表，并可通过威利线上图书

馆免费查阅。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 5 项审计准则问题解答征求意见稿 

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 号——职业怀疑>等五项审计准则

问题解答征求意见稿的通知》。该通知所附 5 项征求意见稿，旨在就职业怀疑、函证、收入确认、关

联方、货币资金审计等方面向注册会计师提供指导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9 年 11 月 10 日。请点

击这里阅读上述通知和获取所附的 5 项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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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了下列专家提示。该等指引具备相对较低的权威性： 

 《专家提示 [2019]第 4 号—函证程序中的重点关注事项》：概述了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函证程序时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及有关在函证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其应对的指引。请点击这里查阅。 

 《专家提示 [2019]第 5 号—利用税务专家的工作》: 对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如何利用税务专家的工

作提供指引。请点击这里查阅。 

 

国际 

聚焦职业怀疑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近期发布第三份职业怀疑公报，向利益相关方提供关于 IAASB

为在其准则中适当反映职业怀疑所实施的工作的最新进展。该职业怀疑公报同时包括国际会计师职业

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的其他相关新闻和资讯以及近期与职业怀疑有关的活动。您可击这里了解更

多详情。 

IAASB 和 IESBA 在第三届年度联席会议上承诺加强合作与联盟 

第三届 IAASB/IESBA 年度联席会议于 2019 年 9 月在纽约市举办，这是 IAASB 和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

准则理事会（IESBA）之间协同工作取得的最新进展。年度联席会议提供一个论坛以探讨该两家国际机

构的工作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机遇。 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Tom Seidenstein 的演讲：国际准则制定的未来 

2019 年 10 月 4 日，IAASB 主席 Tom Seidenstein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审计大会上发表题为“国际准则制定的未来”的演讲。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85121f9f-15ab-4606-98a0-7d0d3e3df282/FRC-Lab-Climate-Change-Final.pdf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auar.12296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910/t20191021_52188.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712049585348.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7128111752919.html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resources/focus-professional-skepticism-0?utm_source=IFAC+Main+List&utm_campaign=7169343730-EMAIL_CAMPAIGN_2019_10_25_05_2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cc08d67019-7169343730-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19-10/iaasb-and-iesba-pledge-stronger-alliance-third-annual-joint-plenary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19-10/tom-seidenstein-speech-future-international-standard-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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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实施香港与柬埔寨签订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香港与内地就两地的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

排签订的第五议定书 
 签订与爱沙尼亚税务协定  

 《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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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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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主逃税罪成候判 

 印花税统计资料(2019年8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修改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和经修订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简化和放宽了对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规定，主要改变是：将“净利润”从借壳上市的判断标准

中删除；允许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资产在创业板借壳上市。您可以点

击这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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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 

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明确商业银行应将结构

性存款作为存款进行核算和管理，并对结构性存款的设计、销售、报告和披露等做出规定。您可以点

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 

外管局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涵盖 12 项对外汇收支简化审批手

续、放松限制的措施。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外管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修订 8 项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发布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等 8 件行业信息披露指引（2019 年修订）

的通知》，修订了从事畜禽及水产养殖、固体矿产资源、房地产、工程机械、装修装饰、土木工程建

筑、零售、快递服务等业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

知和获取所附的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修订 10 项创业板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发布创业板上市公司从事影视业务等 10 件行业信息披露指引（2019 年修订）

的通知》，修订了从事广播电影电视、药品及生物制品、光伏产业、节能环保服务、互联网游戏、互

联网视频、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LED 产业、医疗器械等业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您可以点

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信息披露指引。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002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002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926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s/pol/ppo.htm
https://www.ird.gov.hk/eng/tax/bus_tp.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092602.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19/3d082019.pdf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10/t20191018_36468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10/t20191018_36466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8/content_5442092.htm
http://www.safe.gov.cn/safe/2019/1025/14469.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191027_571564.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191027_571563.html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10 月   5 

     

 

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3 号——上市公司从事非金属建材相关业务》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3 号——上市公司从事非金属建材相关业

务》，对从事非金融建材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

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发布 3 项创业板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从事工业

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集成电路

相关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3 号——上市公司从事锂离子电池产业链相关

业务》>的通知》，对从事与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等相关业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信息披露指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发布的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新三板”）近期发布了《关于发布教育业等四个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的公告》, 对教育业、影视业、农林牧渔业、化工业四个行业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您

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刊载的公告。      

 

香港 

香港交易所提升对海外公司来港上市的指引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于 10 月 29 日发布提升有关海外公司寻求于香港上市的指

引，旨在协助海外发行人提交上市申请。尤其是，香港交易所： 

 刊发替代程序，供美国《证券法》所指的美国「境内发行人」按 S 规例发售证券使用 

 刊发标准范本，供不曾有公司来港上市司的法权区的发行人使用 

 简化中央结算系统（CCASS）相关资料、加入常问问题及修订中央结算系统纳入表格等香港交易所

网站上的资讯 

特别是，根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与香港交易所有关海外公司上市的联合政策声

明，若海外申请人注册成立的司法权区尚未成为香港上市规例所接纳的司法权区，有关申请人必须证

明其当地法律、规则及规例达到至少等同于香港相关主要股东保障的标准。因此，香港交易所为此类

发行人刊发标准范本，以便其了解香港的主要股东保障标准，并核查其注册司法权区的主要股东保障

标准是否等同香港的标准。请查阅新闻稿了解有关详情。 

香港交易所有关应用反收购行动规则的指引 

该指引信就反收购行动规则及相关规定的应用提供指引，并取代2014年5月刊发的指引信GL78-14。尤

其是，香港交易所就有关原则为本测试的评估因素提供进一步指引，以确定某项或某连串收购是否反

收购行动交易： 

 收购或一连串收购的规模相对上市发行人的规模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有否出现根本转变 

 发行人于收购或一连串收购前的业务性质及规模 

 收购目标的质素 

 上市发行人控制权或实际控制权转变 

 其他交易或安排，连同该收购或一连串收购会构成一连串意图将收购目标上市的交易或安排 

该指引信进一步讨论了极端交易的分类和针对反收购行动和极端交易的合规性要求。请查阅指引信了

解有关详情。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191103_571721.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191103_571723.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6736.html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19/191029news?sc_lang=zh-cn
https://hkexcn-att.thomsonreuters.com/tr_10086_117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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