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2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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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刊物 

 

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2 月 3 日 IFRS 聚焦 — IASB 就《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综合复核征询意见 

2020 年 2 月 13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1 月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欧洲报告实验室发布气候相关披露的报告 

欧洲气候相关报告实验室项目工作组发布题为《如何改进与气候相关的报告 – 欧洲及其他地区良好实

务汇总》的概要文件。请点击查阅刊载于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网站的下述内容： 

 新闻稿  
 概要小册子 

欧盟就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的修订发布咨询 

在启动“修订非财务报告指令”项目后，欧盟委员会（EC）现就此展开咨询以征询公众意见。请点击查
阅刊载于欧盟网站的咨询文件。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呼吁 

14 家会计机构签署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呼吁。这些机构都是可持续发展会计（A4S）会计机构网络的成
员，代表全球超过 250 万名会计师与学生。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A4S 网站的行动呼吁。 

企业透明度联盟发布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 

企业透明度联盟发布一份报告，对各公司根据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引入的要求披露其环境与社会风险及
相关影响的信息进行分析。请点击查阅刊载于企业透明度联盟网站的下述内容： 

 新闻稿  
 最终报告  
 包含完整分析和发现的数据库 

 

审计 

中国大陆 

中注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要求注册会计师重点关注收

入确认和计量、开发成本和存货、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等事项。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

的相关新闻稿。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for-smes-rfi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january
http://www.efrag.org/News/Meeting-211/How-to-improve-climate-related-reporting---A-summary-of-good-practices-from-Europe-and-beyond-a-report-from-the-Project-Task-Force-of-Climate-related-Reporting-of-the-European-Lab
http://www.efrag.org/News/Project-404/Summary-brochure-on-recent-report-How-to-improve-climate-related-reporting--A-summary-of-good-practices-from-Europe-and-beyond
https://ec.europa.eu/eusurvey/runner/non-financial-reporting-directive-2020?surveylanguage=EN
https://www.accountingforsustainability.org/abn-climate-action.html
http://allianceforcorporatetransparency.org/news/landmark-research.html
https://allianceforcorporatetransparency.org/assets/2019_Research_Report%20_Alliance_for_Corporate_Transparency-7d9802a0c18c9f13017d686481bd2d6c6886fea6d9e9c7a5c3cfafea8a48b1c7.pdf
http://www.allianceforcorporatetransparency.org/database/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2/t20200228_52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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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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号—采用远程审计方式的特别考

虑》，就采用远程审计方式应具备的条件、应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等提供指引。请点击这里

查阅。 

 

国际 

IAASB 发布审计师报告项目最新资讯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的审计师报告实施工作小组近期以公报形式发布项目最新资

讯，阐述了 IAASB 对经修订的审计师报告准则的实施后复核（"PIR"）的最新进展。该公报同时包括与

IAASB 的实施后复核相关的其他新闻与资讯。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2020年税务（修订）（船舶租赁税务宽减）条例草案》刊宪 

 关于下列人士的通讯地址更改通知： 

- 雇主 

- 纳税人 

 税务局公共服务最新安排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修订：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18号》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35号》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36号》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37号》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6号》 

-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57号》 

 储税券的利息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年1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有关实施修订后证券法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证券发行

注册制等与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包括： 

 分步实施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改革，首先改进完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注册制，制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方案，然后总结这两个板块的改革经验，提出在其他板块实施股票公开

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方案。上述方案需经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国务院未批准前，相关板块的股票公

开发行仍然适用本次证券法修订前的核准制。 

 实施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注册制。依据修订后的证券法规定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

会”）负责注册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由中国证监会指定的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依据

修订后的证券法规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负责注册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

请，由国家发改委指定的机构负责受理、审核。 

 完善证券公开发行注册程序，对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在注册制下应如何受理、审核证券发行申

请和履行注册程序作出原则性规定。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814976145963.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5814976145963.html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2/iaasb-releases-auditor-reporting-project-update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11701.htm
https://www.ird.gov.hk/chi/pdf/2019/er_change_address.pdf
https://www.ird.gov.hk/chi/pdf/2019/tp_change_address.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21401.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18.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35.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36.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37.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56.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57.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13101.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20/3d012020.pdf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2/29/content_5485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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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部分条款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并发布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规

则的部分条款做了修改。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精简发行条件，例如：取消创业板公开发行证券最近一期末资产负债率高于 45%的条件；取消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连续 2 年盈利的条件。 

 优化非公开发行制度，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包括放宽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的限制、缩

短股票锁定期等。 

 将再融资批文有效期从 6 个月延长至 12 个月。 

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获取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

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格式指引 

近日，上交所发布《关于发布上市公司续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通知》，深交所发

布《关于发布<上市公司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告格式>的通知》。两份文件内容相似，对上市公司聘

任会计师事务所（含续聘和变更）的公告格式及内容作出规定。规定的披露内容主要包括：会计师事

务所的相关信息，包括名称、历史、专业人员、业务规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能力、诚信记录等；

项目成员（含项目合伙人、质量控制复核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相关信息，包括执业资质、从业经

历、诚信记录等。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主要修订是：根据修订

后的《证券法》，简化规则，放宽某些限制；同时强化重点领域（例如：对外担保和资产减值准备）

的监管和披露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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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审查要点》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临时公告模板》的通知：根据中国证监会去年底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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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规定做相应修

改。请点击这里查阅。 

 关于修订《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四）——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与签字注册会计师定

期轮换》的公告: 主要是将原来适用于创新层的轮换和披露规定改为适用于精选层。请点击这里查

阅。 

 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管理细则（试行）》的公告：明确了挂牌委员会

组成、职责及委员履职要求，规范了挂牌委的运行和监督管理机制。请点击这里查阅。 

 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审查细则（试行）》的公告：对股票在精选层挂

牌的自律审查作出了全面规定，包括审查内容和审查流程等等。请点击这里查阅。 

 关于修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的公告：根据修订后的证

券法，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修改为“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

务所”。 请点击这里查阅。 

 关于进一步规范挂牌公司筹备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相关信息披露行为的通知：对挂牌公司在筹备

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披露共性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包括澄清信息披露

时点、对不同阶段及不同情形下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的具体要求等。请点击这里查阅。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2/t20200214_370779.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2/t20200214_37078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2/t20200214_370781.htm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fxjgb/fxbzcfg/fxbfxjgwd/202002/t20200214_370778.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02/t20200214_370777.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disclosure/notice/c/c_20200228_5001583.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service/memorandum/P020200228711636911545.pdf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228_574653.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494.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526.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590.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586.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574.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7568.html


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 号楼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2 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长沙 

德勤企业顾问（深圳）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 109 号华创国际广场 3号栋 20

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 86 (731)  8522 8790 

传真：+ 86 (731) 8522 8230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1号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 34 层 3406 单
元 

邮政编码：610016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500 5161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 10 号企业天地 8 号德勤大楼 36 层 

邮政编码：400043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9 9188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大连市中山路 147 号森茂大厦 1503 室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广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广州市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 86 (20) 8396 9228 

传真：+ 86 (20) 3888 0575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 190 号华邦 ICC 写字楼 A

座 1201 单元 

邮政编码：230601 

电话：+86 (551) 65855927 

传真：+86 (551) 65855687 

杭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杭州分所 

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 号赞成中心东楼 1206-1210 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 86 (571) 8972 7688 

传真：+ 86 (571) 8779 7915  

哈尔滨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68号开发区管理大厦

1618室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86 (451) 85860060 

传真：+86 (451) 85860056 

香港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香港金钟道 88号太古广场一座 35 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

分所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6636 号中海广场 28层

2802、2803、2804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澳门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 43-53A 号 

澳门广场 19 楼 H-N 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

分所 

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 2号亚太商务楼 6层 

邮政编码：210005 

电话：+ 86 (25) 5790 8880 

传真：+ 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外滩中心 30 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沈阳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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