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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本场讲座的关注点

         该份财务报告看起来如何？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及适用情形

1. 特殊目的财务报告

2. 通用目的财务报告

3. 报告/非报告主体

4.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全部、部分、不适用）

5. 立法要求

6. 其他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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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框架 — 适用于非营利组织(NFPs)的情形

1. 各州制定的协会注册法及规章

2. 《公司法2001》

3. 《澳大利亚慈善及非营利委员会法案2012》和《澳大利
亚慈善及非营利委员会规章2013》

4. 报告主体的章程或应遵守的法律

5. 政府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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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议题

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

2. 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3. 协会注册法

4. AASB1053及经简化的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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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请指出您的客户属于下列哪种类型：

1. 年收入不到250 000澳元的慈善机构

2. 年收入介于250 000和1 000 000澳元之间的慈善机构

3. 年收入超过100万澳元的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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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在为那些年收入超过250 000澳元的客户（慈善机构）编制
2013年度财务报告时，是否采用会计准则？

1. 是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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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监管法规与规章制度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法案2012》
（ACNC Act 2012）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规章2013》
（ACNC Regulatio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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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监管法规与规章制度

小型慈善机构‐年收入低于250 000澳元

中型慈善机构‐年收入介于250 000澳元与1 000 000澳元之间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规章2013》（ACNC 
Regulatio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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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Act 2012- ACNC法案中对慈善机构规模的界定

小型慈善机构‐年收入低于250 000澳元

中型慈善机构‐年收入在250 000澳元和1 000 000澳元之间

大型慈善机构‐年收入超过1 000 0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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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Act 2012- 财务报告要求

第60C部分‐年度财务报告

中型主体需提交财务报告和审阅报告

大型主体需提交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报告日期截止于12月31日，除非其他期间获得批准

财务报告符合ACNC规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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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Regulations 2013-报告要求

第60C部分‐年度财务报告

中型主体需提交财务报告和审阅报告

大型主体需提交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责任主体有关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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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Regulations 2013-报告要求

第60部分‐年度财务报告要求

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附注

责任主体有关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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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Regulations 2013-报告要求

AASB101（NFP）规定的财务报表

AASBs规定的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和附注必须真实公允地反映报告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必须遵守AASBs（取决于GPFR或SPFR）

截止于2014年6月30日的首次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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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Regulations 2013-报告要求

适用于AASBs及其附注的参考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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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问题

列出你认为应该包含在财务报告附注中的重要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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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Act 2012-报告要求

60E分部‐监管机构可能会施加额外报告要求

60G分部‐归集并进行联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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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基础性宗教慈善组织- 豁免

提供年度财务报告

遵守治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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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ACNC Act 2012-基础性宗教慈善组织

按规定登记注册的主体

非基础性宗教慈善组织
《公司法2001》界定的主体

《公司（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法2006》
《诺福克岛公司法1985》
  各州或地区制定的协会注册法案

  抵免优惠政策享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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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ACNC
其他情形

AASB1 首次采用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s）

其他有关财务报告的AASBs材料

合并集团

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法2001》
s.292(1)-要求编制财务报告和董事会报告

a) 所有披露主体；及

b) 所有公众公司；及

c) 所有大型控股公司；及

d) 所有登记在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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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有限公司- 3级
小型公司- 年收入低于250 000澳元*
中型公司- 年收入在250 000澳元和1 000 000澳元之
间

大型公司- 年收入超过1 000 000澳元

*除非是DGR或者澳洲联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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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法2001》
S.296(1)财务报告必须根据会计准则编制

然而

S.296(1B)小型担保控股公司的财务报告依据S.294A编
制或者未经专门要求的情况下，不必强制要求遵守会计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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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中型公司- 报告要求

编制财务报告

编制董事报告（简化）

如果是联邦公司，其财务报告需经审阅或审计

告知成员具有获取和阅读报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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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大型公司- 报告要求

编制财务报告

编制董事报告

财务报告需要被审计

告知成员具有获取和阅读报告的权力



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财务报告的要求有哪些？

需要编制哪些财务报表

需要提供哪些附注信息（如果有的话）

需要遵守哪些会计准则

董事报告包括哪些内容

其他要求？

（参见AASB101和AASB118的“应用”段）

（参见《公司法2001》第300B部分有关董事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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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小型公司不要求编制财务报告- 除非

S.294A(1)- 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成员指南

      在小型担保有限公司拥有至少5%选举权的成员可向
公司提供 有关下列事项的指引：

编制财务报告和董事报告；及

向成员发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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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担保有限公司

报告简化

注册登记为慈善机构的担保有限公司向ACNC提交财
务报告，而非ASIC
不可合并

ACNC财务报告不要求董事报告

ASIC的其他报告要求不适用于在ACNC登记的慈善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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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会注册法



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3.协会注册法

财务报告要求

取决于州相关法律

NSW- 1级协会（AASBs）
               - 2级协会（真实公允-非AASBs ）

VIC   - 2&3级协会（ AASBs ）
               - 1级协会（真实公允-非AASBs ）

QLD  - 1&3级协会（财务报表-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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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会注册法

财务报告要求

取决于州相关法律

SA    - 法定协会（为确保真实公允保持纪录）

WA   - 所有协会（为编制财务报表保持记录）

TAS  - 所有协会（为编制财务报表保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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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会注册法

财务报告要求

需要遵守哪些会计准则

需要保持哪些会计记录

何为真实公允

如何审计“会计记录”

通常取决于主体的章程、法律规定及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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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ASB1053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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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053）的应用

应用

所有主体都必须按照《公司法》第2M.3部分的规定编
制财务报告；

所有报告主体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是，或者被用作通用目的财务报告；及

根据AASB1049编制的一般政府部门（GGSs）财务报
告

适用于报告期间始于或自2013年7月1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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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053）的应用

1级 报告要求

承担公众受托责任的营利性私营主体；及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州、地区和当地政府

2级 报告要求

不承担公众受托责任的营利性私营主体；

非营利性私营主体；

除澳大利亚政府及州、地区和当地政府外的其他公共部
门主体，无论其是否具营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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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053）的应用

公众受托责任（AASB1053）
“受托责任是面向那些…资源提供者及其他各方，进行经济
决策的主体，但并不能要求财务报告根据其特殊信息需求
进行编制。”
披露主体

发行债券的合作机构

注册的管理投资计划

APRA监管的超级养老基金，小型APRA基金除外

经授权的存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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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053）的应用

公众受托责任（AASB1053）
“受托责任是面向那些…资源提供者及其他各方

AASBs的全部确认和计量要求

修订AASBs，将RDR要求纳入其中

AASBs特定段落的规定不适用

发行债券的合作机构

APRA监管的超级养老基金，小型APRA基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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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053）的应用

AASB2010-2 结合RDR修订AASBs
适用于第2级报告主体和通用目的财务报告（GPFSs）

AASBs的全部确认和计量要求

修订AASBs，将RDR要求纳入其中

AASBs中不适用于2级报告主体和GPFSs的特定段落规定

（参见AASB2010‐2）



非营利组织 财务报告

4. 各级澳大利亚会计准则（AASB1053）的应用

应用于各类型主体

合作机构法案

已注册协会

NFPs应遵守AASBs（筹资协议规定）

主体应遵守AASBs（章程规定）

第2M.3部分所规定的非报告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