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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要闻 

IASB 会议（2022 年 11 月）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22 年 11 月 22 至 24 日举行了会议。 

讨论的主题如下：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实施后复核 – 分类和计量； 

• 动态风险管理； 

• 费率管制活动； 

• 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的修订； 

• 商誉和减值 ； 

•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披露项目 — 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披露； 

• 国际税收改革—支柱二示范规则； 

• 供应商融资安排。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IASB 最新资讯》；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

播的链接；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工作计划分析；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细会议汇总。 

ISSB 会议（2022 年 11 月）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于 11 月 1 至 3 日举行了补充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至 16 日举行了定期会议。  

补充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的一般要求； 

• 气候相关披露 。 

 
 

•  

https://www.iasplus.com/en
https://www.deloitte.co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11/iasb-is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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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的一般要求和气候相关披露； 

• 当前和预期的财务影响及相关的信息； 

• 比较信息和更新后的估计； 

• 报告时间； 

• 战略和决策制定及气候相关目标；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持续发展披露分类标准。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ISSB 最新资讯》（补充会议和定期会议）；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页面（补充会议和定期会议），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播

的链接；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工作计划分析 ；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细会议汇总（补充会议和定期会议）。 

IFRS IC 会议（2022 年 11 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IFRS IC）于 11 月 29 日举行会议。 

讨论的主题如下： 

• 初步考虑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租赁的定义：替换权利；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会计准则的潜在年度改进； 

• 对 IASB 项目的建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IFRS 15）实施后复核。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IFRIC 最新资讯》；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播的链接；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细会议汇总。 

司法管辖区工作组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现已发布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举行的司法管辖区工作组会议汇总。 

在会议中，与会者提供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相关报告在其司法管辖区的进展的最新资讯，并对 2022 年 10 月的

ISSB 会议的议程文件提出观察意见。ISSB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将对司法管辖区工作组的未来职

责进行评估，考虑成立可持续发展准则咨询论坛。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汇总。 

2022 年 10 月 CMAC 会议的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现已发布在 2022 年 10 月 6 日举行的资本市场咨询委员会（CMAC）会议汇总。 

讨论的主题如下： 

• 主财务报表； 

• 《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 折现率；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实施后复核—减值；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IFRS 15）实施后复核。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汇总。 

2022 年 10 月 SMEIG 会议的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现已发布在 2022 年 10 月 13 日举行的中小型企业实施小组（SMEIG）会议的会议汇

总。 

讨论的主题如下： 

• 概念和基本原则； 

• 公允价值计量；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2/supplementary-issb-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2/issb-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supplementary-meeting/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11/iasb-is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2/november-supplementary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2/november-supplementary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2/ifric-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22/november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meetings/2022/october/jwg/jwg-meeting-summary-17-oct-2022.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meetings/2022/october/cmac/cmac-meeting-summary-october-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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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具； 

• 企业合并； 

• “合并”文件包； 

• 收入。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汇总。 

2022 年 10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会议的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现已发布在 2022 年 10 月 25 至 26 日举行的受托人会议汇总。 

讨论的主题如下： 

• 受托人主席和执行董事的报告； 

•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理事会（SASB）准则的历史； 

• ISSB 主席的报告； 

• 温室气体排放； 

• IASB 主席的报告； 

• 有关促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可持续运作的战略； 

• 与监督委员会主席的接洽；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持续发展准则咨询论坛的成员； 

• 绿色金融的数据；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过渡咨询小组； 

• 受托人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汇总。 

G20 领导人支持即将推出的 ISSB 准则 

二十国集团（G20）在 2022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举行的 G20 领导人会议后发表了最终宣言。 

特别是，G20 讨论了 “需要全球一致的数据以有效应对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并且期待"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

理事会（ISSB）最终确定相关准则的终稿，以支持全球一致、可比和可靠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及气候范畴以外

的工作。”此外，G20 欢迎“为实现整个披露框架的互通性所作的努力”。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G20 网站的最终宣言。 

ISSB 公布新合作伙伴框架，CDP 拟将 ISSB 气候准则纳入其披露平台 

在第 27 届联合国缔约方大会（COP27）上，ISSB 主席 Emmanuel Faber 介绍了 ISSB 与 20 多个合作组织订立的新

合作伙伴框架。此外，CDP（原碳披露项目）和 ISSB 宣布，CDP 拟将即将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2 号—

—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的要求纳入其全球环境披露平台。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下述内容： 

• 合作伙伴框架详情； 

• 新闻稿。 

ISSB 关于 COP27 的播客 

ISSB 现已发布关于 COP27 要点的播客。 

该播客涵盖下述内容： 

• ISSB 在 COP27 会议上发布的公告； 

• 对可扩展性和相称性的支持以及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协作； 

• “全球南方”在采用准则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 

• 有关非洲司法管辖区在建立全球基准方面的重要性的讨论 

• 对未来 12 个月的预期。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meetings/2022/october/smeig/sme-implementation-group-meeting-summary-october-2022.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meetings/2022/october/dpoc/trustees-meeting-summary-with-dpoc.pdf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97532/2143366/2d83f07f195e98a12f1f7659dacea285/2022-11-16-g20-declaration-data.pdf?download=1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groups/issb/issb-partnership-framework.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1/cdp-to-incorporate-issb-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tandard-into-global-environmental-disclosure-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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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播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成立 IRCC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咨询小组，即综合报告和连通委员会（IRCC）。 

IRCC 将就如何整合 IASB 和 ISSB 要求的报告及 IASB 和 ISSB 如何考虑将综合报告框架中的原则和概念应用于其项

目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IASB 和 ISSB 提供相关建议。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下述内容： 

• 新闻稿； 

• 成员名单。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汇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议程决定汇编 — 第七卷》，包括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自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议程决定。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汇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 2022 年 11 月《投资者最新资讯》通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投资者最新资讯》通讯，概述了近期推出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各

项准则和正在进行的其他变更，以及此类变化可能对公司和业绩产生的影响。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通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建议对 2022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更新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下列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的建议变更： 

• 2022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建议更新 1—《一般改进和常见实务》 

• 2022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建议更新 2—《售后租回中的租赁负债和涉及契约的非流动负债》 

建议变更旨在提高标记数据的质量，并使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更易于使用。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下述内容： 

• 更新 1 的新闻稿 ； 

• 建议更新 1； 

• 更新 2 的新闻稿；  

• 建议更新 2。 

论文征集–2023 年 IASB 研究论坛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宣布将于 2023 年 11 月初举办 2023 年 IASB 研究论坛，并正在征集论文以协助就 IASB

有关无形资产的准则制定活动提供信息。 

尤其是欢迎（但不限于）下列研究领域的研究论文： 

• 识别和计量； 

• 财务报表披露； 

• 其他信息来源（即管理层评论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 污染物定价机制和加密货币。 

研究论文的提交截至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下述内容： 

• 新闻稿；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odcasts/2022/cop27-podcast-audio.mp3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1/ifrs-foundation-announces-membership-of-ircc/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groups/ircc/integrated-reporting-and-connectivity-council-members.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s/compilation-of-agenda-decisions-vol-7-may2022-october2022.pdf
https://www.ifrs.org/investor-centre/investor-update-hub/investor-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1/ifrs-foundation-proposes-changes-to-the-ifrs-accounting-taxonomy-2022-to-improve-quality-of-tagged-data/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ifrs-taxonomy-update-2022-general-improvements-and-common-practice/iasb-ptu-2022-1-general-improvements-common-practice.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1/iasb-proposes-changes-to-the-ifrs-accounting-taxonomy-2022-for-amendments-to-ifrs-16-and-ias-1/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ifrs-accounting-taxonomy-update-amendments-to-ias-1-and-ifrs-16/iasb-ptu-2022-2-ifrs-16-ias-1.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1/ifrs-foundation-announces-2023-iasb-research-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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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征集。 

EAA-EFRAG-IASB 数字报告研讨会录像 

IASB 与欧洲会计学会（EAA）和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合作已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举办了一次虚拟

研讨会，讨论了与数字财务报告和财务报告数字化相关的事项。 

两小时的研讨会分为三个部分： 

• 什么是数字财务报告？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 

• 数字报告和准则制定。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Youtube 网站的研讨会录像。 

2022 年 9 月 IFASS 会议总结 

EFRAG 发布了于 2022 年 9 月 27 至 28 日举行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国际论坛（IFASS）会议的摘要。 

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英国认可委员会（UKEB）关于商誉后续计量的研究以及有关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司法管辖区视

角。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会议报告。 

EFRAG 向 EC 提交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初稿 

EFRAG已向欧盟委员会（EC）提交了首套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初稿。 

该首套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初稿包括两项整合准则、五项关于环境的专题准则、四项社会层面的专题准则及一

项关于治理的专题准则。 

作为下一步，EC须批准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初稿或自行作出修订，然后才能将其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CSRD）范围内的公司授权法案进行应用。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下述内容： 

• 新闻稿； 

• 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初稿。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21年4月通过EC建议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将通过强制要求企业定期披露关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信息，使企业对公众更负责。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欧盟理事会网站的下述内容： 

• 新闻稿； 

•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内容。 

宣布 EFRAG FRB 和 EFRAG SRB 主席 

EFRAG 宣布了在新的行政理事会下并肩工作的两个新的报告理事会主席姓名。 

财务报告理事会（FRB）将由前欧洲议会成员 Wolf Klinz 担任主席。 

可持续发展报告理事会（SRB）将由法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NC）前主席 Patrick de Cambourg 担任主席。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新闻稿。 

IOSCO 概述有关及时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和鉴证准则的必要性 

在第27届联合国缔约方大会（COP27）上，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IOSCO）概述了其旨在通过减轻金

融市场的漂绿现象来保护投资者、致力于制定有利于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并促进碳市场良

好运转的行动。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IOSCO网站的声明。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news/2021/2023-iasb-research-forum-call-for-paper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mAKi-a6_w
https://www.efrag.org/Assets/Download?assetUrl=%2fsites%2fwebpublishing%2fSiteAssets%2fFinal%2520Report-%252027-28%2520September%25202022%2520IFASS%2520Meeting.pdf
https://www.efrag.org/Assets/Download?assetUrl=/sites/webpublishing/SiteAssets/final_EFRAG+Draft+Press+Release+.pdf
https://www.efrag.org/lab6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11/28/council-gives-final-green-light-to-corporate-sustainability-reporting-directive/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PE-35-2022-INIT/en/pdf
https://www.efrag.org/News/Meeting-509/EFRAG-welcomes-new-member-organisation--chairs-of-our-Reporting-Boards-and-new--members-of-the-EFRAG-SRB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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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CO 关于经济不确定时期财务报告和披露的声明 

IOSCO发布了一份声明，强调发行人公允、透明和及时地披露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的必要性。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IOSCO网站的声明。 

更新后的 IPSAS-IFRS 协调仪表板 

针对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主体的财务报告制定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

会（IPSASB）发布了更新后的IPSAS– IFRS协调仪表板，以反映各项IPSAS如何与相应的IFRS准则协调。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网站的更新后的协调仪表板。 

IPSASB 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实施指南的征求意见稿 

IPSASB 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ED），就政府和公共部门主体现在可如何应用之前发布的两份建议实务指引

（RPG）来报告可持续发展计划信息提出了额外指引。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PSASB 网站的新闻稿。 

IFR4NPO 发布首份征求意见稿 

作为一项旨在为非营利性组织（NPO）制定首份国际适用的财务报告指引的举措，非营利性组织的国际财务报告

（IFR4NPO）发布了《征求意见稿第 1 号——国际非营利性组织会计指引》（ED 1）。 

新的指引《国际非营利性组织会计指引》（INPAG）旨在提高 NPO 财务报告的清晰度和一致性。 

征求意见稿（ED）是三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每一部分均有四个月的咨询期。ED 1 涉及四个主要主题： 

• NPO 的描述； 

• INPAG 的框架； 

• 财务报表列报； 

• 叙述性报告。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FR4NPO 网站的下述内容： 

• 新闻稿； 

• ED 和支持材料。 

 

德勤 iGAAP 手册更新 

可通过 dart.deloitte.com/iGAAP 查阅 [须进行订阅]。 

新增的德勤指引 

章节 索引 德勤指引标题 

B2 金融资产 5.2.11-1 评估合同条款是否属于“最低要求” 

B8 确认和终止确认 3.12-1 贷款担保品的强制执行：核销金融资产的一部分– 示例 

B8 确认和终止确认 3.12-2 IFRS 9:5.4.4 中核销要求的应用 

B8 确认和终止确认 3.12-3 拟核销金额的单独或综合评估 

B8 确认和终止确认 3.12-4 在能够收回的预期较低时金融资产的核销 – 示例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720.pdf
https://www.ifac.org/system/files/meetings/files/1.5-IPSAS-IFRS-Alignment-Dashboard_Final_0.pdf
https://www.ipsasb.org/news-events/2022-11/ipsasb-seeks-comments-sustainability-reporting-implementation-guidance-proposals
https://www.ifr4npo.org/resources/news/ifr4npo-releases-international-non-profit-accounting-guidance-exposure-draft-1/
https://www.ifr4npo.org/ed1/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2-financial-assets#SL828815178-424544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8-recognition-derecognition#SL830625792-424550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8-recognition-derecognition#SL830625793-424550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8-recognition-derecognition#SL830625795-424550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8-recognition-derecognition#SL830625796-42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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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确认和终止确认 3.12-5 根据 IFRS 9 已核销的金融资产收回的确认 – 示例 

B8 确认和终止确认 3.12-6 在现金流量延迟的情况下不核销金融资产 – 示例 

D2 IFRS 17 的范围 4.1-1 具有履约担保特征的合同 – 签发人会计 

 

经修订的德勤指引 

章节 索引 德勤指引标题 

A3 首次采用 IFRS 会计准则 7.2.1.4-1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IFRS 3）的全面追溯应用 － 

哪一个版本的 IFRS 3？ 

A3 首次采用 IFRS 会计准则 7.2.11-1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按照原公认会计原则（GAAP）未予资本化

的租赁 – 示例 

A21 现金流量表 3.3-1 需从现金流量表中剔除的非现金交易的示例 

A21 现金流量表 5.1.2-1 租赁付款额的分类  – 示例 

A21 现金流量表 5.2.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示例 

B1 范围 2.3.3-1 未能符合财务担保合同狭义定义的合同的会计处理 

B1 范围 2.3.3-2 根据 IFRS 9 或 IFRS 17 核算财务担保合同的选择权 

B1 范围 2.3.5-1 对子公司债务的一般担保 

B2 金融资产 5.2.3-5 金融资产合同中的成本增加条款 

B3 金融负债和权益 5-1 购买库藏股–示例 

B3 金融负债和权益 5-2 
作为经济套期持有的库藏股 – 示例（主体尚未采用对 IAS 32

作出的增加 IAS 32:33A 的修订） 

B3 金融负债和权益 5-3 
作为投资基金一部分持有的、或作为已签发的具有分红特征

的保险合同经济套期的库藏股的分类 – 示例 

B3 金融负债和权益 7.1.2.3-2 针对不属于 IFRS 9 适用范围的合同运用公允价值选择权 

B6 计量 5.3-1A 将信用增级的现金流量纳入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德勤 IFRS 通讯和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11 月 7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10 月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8-recognition-derecognition#SL830625800-424550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8-recognition-derecognition#SL830625803-424550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d-ifrs-17-insurance-contracts/d2-scope-ifrs-17#SL826107742-53397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first-time-adoption-ifrs-accounting#SL452677025-424495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first-time-adoption-ifrs-accounting#SL452677339-424495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a-a-guide-ifrs-reporting/a21-statement-cash-flows#SL_503900219-42451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a-a-guide-ifrs-reporting/a21-statement-cash-flows#SL452762077-42451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a-a-guide-ifrs-reporting/a21-statement-cash-flows#SL_503900238-42451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1-scope#SL452826365-42454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1-scope#SL629141437-42454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1-scope#SL_503526526-42454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2-financial-assets#SL_503552445-424544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3-financial-liabilities-equity#SL452831395-424545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3-financial-liabilities-equity#SL452831423-424545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3-financial-liabilities-equity#SL_503523073-424545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3-financial-liabilities-equity#SL_503523464-424545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6-measurement#SL_503574372-424548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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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函 

   描述  接收方  意见函截止日 

尚未提交意见函 IASB/ED/2022/1 —《第三版<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会计准则》 

IASB 07/03/2023 

2022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建议更新 1:

《一般改进和常见实务》 

IASB 16/12/2022 

2022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分类标准——建议更新 2:

《售后租回中的租赁负债和涉及契约的非流动负债》 

IASB 28/12/2022 

临时议程决定：租赁的定义—替换权利（IFRS 16） 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解释委员

会 

06/02/2023 

生效日期 

请点击此处查阅即将生效和近期生效的日期。 

本 IFRS 要闻为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球办公室 IFRS on Point 的中文翻译，中英文版本内容如有不一致，概

以英文版为准。点击此处查阅英文版。 

 

德勤会计研究工具（DART）是一个关于会计和财务披露文献的综合在线资料库。 载于 DART 的 iGAAP 让您能够

查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各项准则全文，并提供下列内容的链接： 

 

 • 提供按照 IFRS 准则进行报告的指引的德勤具权威性的最新 iGAAP 手册，及 

 • 为采用 IFRS 准则报告的主体提供的财务报表范例。 

此外，iGAAP《洞察数据价值》就鉴于可显著推动主体价值的更广泛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事项，企业必须

考虑的披露要求及相关建议提供指引。 

 如需申请订阅 DART 的 iGAAP，请点击此处发起申请流程并选择 iGAAP 订阅计划。 

 请点击此处了解关于 DART 的 iGAAP 的更多信息（包括订阅计划的定价）。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2019-comprehensive-review-of-the-ifrs-for-smes-standard/exposure-draft-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2019-comprehensive-review-of-the-ifrs-for-smes-standard/exposure-draft-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ifrs-taxonomy-update-2021-general-improvements-and-common-practice/ptu-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ifrs-taxonomy-update-2021-general-improvements-and-common-practice/ptu-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ifrs-accounting-taxonomy-update-amendments-to-ias-1-and-ifrs-16/ptu-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ifrs-accounting-taxonomy-update-amendments-to-ias-1-and-ifrs-16/ptu-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definition-of-a-lease-substitution-rights-ifrs-16/tentative-agenda-decision-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asplus.com/en/othernews/new-and-revised/2022/sept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nov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november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igaap/deloitte-guidance/vol-e-beyond-numbers
https://subscriptionservices.deloitte.com/#/plan
https://www.deloitte.com/global/en/services/audit/services/igaap-on-dart-glob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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