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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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IFRIC) 

IASB 就 IAS 1 的修订确定终稿以澄清负债的分类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题为《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划分》的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

（IAS 1）的修订。有关修订提供一个基于在报告日存在的合同安排作出 IAS 1 规定的负债分类的更

通用的方法。特别是，有关修订： 

• 澄清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分类应以报告期末存在的权利为基础。 

• 阐明主体是否将行使其推迟负债清偿的权利的预期不会影响负债的分类。如果负债在其他方面符合

分类为非流动负债的标准，即使管理层打算或预期在 12 个月内清偿该项负债，或确实在报告期末后、

财务报表批准报出之前清偿该项负债，则也应划分为非流动负债。 

• 说明如果在报告期末契约得到遵循，则存在权利。 

• 引入了“清偿”的定义，以明确清偿是指向交易对手方转让现金、权益工具、其他资产或服务。 

对 IAS 1 的修订对自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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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修订须根

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IAS 8）予以追溯应用。 

请点击查阅下列内容： 

•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IASB 新闻稿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阐述有关修订的 IFRS 聚焦简讯。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IASB 公布 2020 年预计发布的咨询文件概览 

IASB 计划于 2020 年发布下列咨询文件： 

讨论文件： 

• 商誉和减值（第 1 季度） 

•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第 2 季度） 

征求意见稿： 

•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BOR）改革及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 第 2 阶段（第 2 季度） 

• 费率管制活动（第 2 季度） 

• 披露项目 – 有针对性的准则层面披露复核（下半年） 

• 管理层评论（下半年） 

信息征询 

• 《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综合复核（第 1 季度）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IFRS 10）、《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IFRS 11）和《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IFRS 12）的实施后复核（第 2 季度）  

• 2020 年议程咨询（下半年）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新闻稿。 

欧盟正式采纳 IBOR 的修订 

欧盟（EU）发布一项认可《利率基准改革（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的修订）》的欧盟委员会条例。欧盟的生效日期与 IASB 的生效日期相同

（2020 年 1 月 1 日）。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欧盟网站的欧盟委员会条例。 

 

德勤刊物 

 

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01/iasb-clarifies-requirements-for-classifying-debt-as-current-or-non-curren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as-1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lassification%20of%20Liabilities_cn.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01/help-shape-ifrs-standard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3AOJ.L_.2020.012.01.0005.01.ENG&toc=OJ%3AL%3A2020%3A012%3A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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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1 月 9 日 IFRS 要闻 —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 月 15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发布题为《一般列报和披露》的新准则 

2020 年 1 月 29 日 IFRS 聚焦 — IASB 修订 IAS 1 以澄清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划分。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HKICPA 发布新商誉和减值网页 

有关商誉和减值的新网页详述了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在本地与全球商誉会计处理的相关讨

论中的参与以及即将开展的活动。 

HKICPA 发布有关租金减免的示例 

鉴于近期的市场状况，部分业主选择通过减租或提供其他补贴的方式来减轻承租人负担。HKICPA 发布

一份刊物以说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HKFRS 16）对常见的租金减免安排的应用，

并强调承租人和出租人在对这些交易进行核算时应当考虑的关键因素。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上，全球许多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均表示支持在其年报中就经营业绩的
非财务领域（如，温室气体排放和战略、多样性、雇员健康和福利、及其他因素）统一设定一套核
心指标与披露。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WEF 网站的迈向可持续价值创造的通用指标与一致报告。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ICAS）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CA ANZ）、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及世界基准联盟
联合发布一份报告，呼吁改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披露。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IRC 网站
的以下内容： 
o 联合新闻稿  

o 最终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披露（SDGD）建议》  

o 反馈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披露（SDGD）建议：咨询反馈》 
 

 Carrots & Sticks 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报告交流部共同协作，以通过协调统
一分类标准来改善可靠和可比信息的可获得性。双方共同开发的新的统一系统为公共与私营部门用
户提供涵盖全球 70 个最大型经济体的数百项报告条文的概览。这包括源自监管机构、资本市场、
专业协会、行业机构、及其他组织的强制性和自愿采纳的要求和指引。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WBCSD
网站的系统。 
 

 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CDSB）宣布启动一项咨询，旨在加快推进全球范围内各个组织提供更大规
模的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并探讨 CDSB 框架在促成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DSB 网站咨询。 
 

 南非综合报告委员会（IRC）编制了一份资料文件，以协助各组织披露有关未来展望的信息。该文
件旨在为编制综合报告的人士以及负责指导与批准综合报告的高管人员和治理机构成员提供相关信
息。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RC 网站的资料文件。 

 

 可持续性发展会计（A4S）发布《为我们的未来融资（更新版）》，以对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同一标
题的报告作出更新，并包含 5 项总体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涉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并呼吁采纳全球报告
准则和使用一致的术语。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A4S 网站的更新后的报告。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宣布推出一项新税务报告准则，以寻求确保跨国公司更清晰地报告其纳
税额和纳税地点，同时启用一个新工具包以推进有关现代奴隶制的报告。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GRI 网
站的新闻稿。 

 

 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组织宣布，自 2018 年起便成为该倡议组织成员之一的雅典证
券交易所已发布第一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指引。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SSE 网站的指
引。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19/dec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f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as-1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lassification%20of%20Liabilities_cn.pdf
https://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tandards/Major-projects/Goodwill-and-Impairment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6_New-and-major-stds/ie161.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IBC_ESG_Metrics_Discussion_Paper.pdf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news/call-for-improved-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disclosures/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Adams_Druckman_Picot_2020_Final_SDGD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Adams_2020_Feedback-on-the-consultation.pdf
https://www.wbcsd.org/Programs/Redefining-Value/External-Disclosure/The-Reporting-Exchange/News/Improving-understanding-of-sustainability-disclosure-by-aligning-taxonomy
https://www.cdsb.net/cdsb-framework/993/framework-consultation-launches-drive-uptake-nature-related-financial-disclosure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sa.org/reporting-on-outlook-in-the-integrated-report/
https://www.accountingforsustainability.org/en/knowledge-hub/reports/financing-our-future.html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Improving-reporting-on-modern-slavery.aspx
https://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athex-publishes-esg-reporting-guide/
https://sseinitiative.org/home-slider/athex-publishes-esg-reporting-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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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修订 5 项审计准则问题解答 

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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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问题解答的通知》，对涉及职业怀疑、函证、收入确认、关联方、货币资金等事项的 5 项审计准

则问题解答做了修订，就这些事项向注册会计师提供更多的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

载的上述通知及所附的 5 项经修订的审计准则问答。 

中注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债务违约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债务违约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要求注册会计师重

点关注融资和债务偿还情况，持续经营风险，内部控制有效性等事项，并充分考虑其对审计意见可能

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将其作为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

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中注协发布《关于 2019 年年报审计工作中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专项提示》 

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 2019 年年报审计工作中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专项提示》，提示会

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及时沟通，适当调整审计计划，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同时，确保审

计质量。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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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1 号—金融准则新旧衔接中注册会

计师的特别关注》，针对新旧金融工具准则过渡期注册会计师应关注的问题提供指引，该等指引具备

相对较低的权威性。请点击这里查阅。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纾困措施：有条件豁免分期缴付2018/19课税年度税单的附加费 

 证券借用宽免–提交证券借用交易报表 

 香港与柬埔寨及爱沙尼亚的税务协定生效 

 年度开放数据计划 

 国别报告 — 本地归档最后期限 

 以电子方式为股票转让文书加盖印花 

 2020-21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展开 

 对立法会提问的回复 

o 为中产阶层提供的纾困措施 

o 港人的置业需求 

 内地与香港就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签订的第五议定书生效 

 《2019年税务（修订）（与保险有关的业务的利得税宽减）条例草案》刊宪 

 印花税统计资料（2019年11月）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1/t20200108_52287.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1/t20200122_52321.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805157846243.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794181161112.html
https://www.ird.gov.hk/chs/tax/cws.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sdo/ext_cir/so_ext_cir_01_2020_sc.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227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abo/annual.htm
https://www.ird.gov.hk/eng/tax/dta_cbc_rtn_ext.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sog_pn10b.pdf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2/20191209/20191209_190051_650.html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21802.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21102.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211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91206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19/3d11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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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发布有关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明确

规定：申请首发企业应当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只有在申请首发企业自身、其母公司

或子公司已在境外上市的情况下可以提前实施）；申请首发企业对首次执行日前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

做追溯调整；申请首发企业需要披露实施新收入准则对首次执行日前各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年报披露规则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9 号——创新层挂牌公司年度报

告》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0 号——基础层挂牌公司年度报告》，对此类公

司的年报披露格式和内容等作出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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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修订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

况报告书》（2020 年修订）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定向发行申请文

件》（2020 年修订），完善了信息披露规定，强化了中介机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

的自律监管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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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有关非上市公众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1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说明书》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2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对相关信息披露和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的责任等作出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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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允许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上市公司将年报披露时间推迟至不晚于 4 月 30 日 

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其中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

部分规定：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难以在原预约日期披露 2019 年年报的，可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修订《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修订后的《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规定》，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实

施。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调整部分风险控制指标的计算标准，明确信用衍生品、境外股票投资和科创

板股票投资等新业务的指标计算标准，强化差异化监管安排，增加合理豁免情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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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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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布了下列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做好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

理规则》等相关制度准备工作的通知》：对挂牌公司根据新《证券法》等近期颁布的法规修订公司

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请点击这里查阅。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审查问答（一）》: 对有关精选层挂牌申请审查的一些问题

作出解答。请点击这里查阅。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fxjgb/fxbzcfg/fxbfxjgwd/202001/t20200116_369832.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13_36965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13_36965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13_36964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13_36964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19_37007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19_370078.htm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02/t20200201_370465.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23_37045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1/t20200123_370457.htm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224.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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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交易所刊发有关发行人年报内容的最新审阅结果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近期就审阅上市发行人年报（财政年结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所得结果和建议刊发报告。香港交易所大致满意此次审阅的结果，并提出以下建议： 

 「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一节中的业务审视 

发行人应更清晰地披露任何风险因素，例如重要的监管或政府政策变更，并评估变更对其业务经营及

已公布之业务计划的影响。如适用，发行人亦应讨论政策更改如何影响其有关财政年度的财务业绩。 

 被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 

被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发行人，应主动与核数师紧密商讨制定计划，为除去非无保留意见采取

适当有效的行动。至于应收账款和按金的资产估值方面，发行人应按照过往亏损资料并以前瞻经济因

素作调整后制定信用损失政策，再据而作出减值。 

 重大无形资产，包括商誉 

发行人应确保评估减值测试所用的主要假设不会过分乐观，并提供充足资料让投资者了解发行人所定

的主要假设是否合理。 

 使用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 

发行人应确保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不偏不倚，列报时不会比公认会计原则指标更为显眼，而且定

义清晰，并与财务报表中有关金额进行调节，充分解释调整项目，在不同期间一致地列报方式。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19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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