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3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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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 

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该文件规定了电

子会计凭证的定义；明确了合法的电子会计凭证、电子会计档案与纸质会计凭证、纸质会计档案具有

同等效力；明确了单位可仅根据电子会计凭证记账，但必须同时满足规定的条件。请点击这里查阅刊

载于国家档案局网站的上述文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2020 年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注释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此前称为“红皮书”（2020 年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绿皮书”（2020 年注释版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的年度出版物现已发布。请点击查阅以下内容： 

 可供 eIFRS 专业人士订阅用户查阅的电子版书籍 
 可在 IASB 网店购买的印刷版书籍 

德勤刊物 
 

3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3 月 11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24 日 IFRS 聚焦 — IASB 发布有关企业合并 — 披露，商誉和减值的讨论文件 

2020 年 3 月 28 日 

(2020 年 5 月 4 日更新) 

 

IFRS 聚焦 — 与 2019 年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会计考虑事项 

请注意，这是一份持续更新的文件，随着识别出新的事项约每 1-2 周更新一次。最新版

本已于 5 月 4 日发布。 

2020 年 3 月 31 日 IFRS 聚焦 — 与 2019 年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预期信用损失会计考虑事项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和香港会计师公会的联合商誉研究文件 

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ASBJ）和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联合发布题为《商誉：对后续会计处理
的改进和定量研究最新资讯》的研究文件。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ASBJ 网站的研究文件。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现正密切关注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的复核，并提出八项修改建议，

以确保指令适合于实现欧洲宏大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目标。请点击查阅 CDSB 网站以了解进一步信

息。 

 CDSB 和碳披露项目（CDP）联合发布一项环境报告手册，以协助公司按照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

改进其披露。《欧盟环境报告手册》有助于各公司向同行学习以更好地了解如何按照指令进行报

告。请点击查阅 CDSB 网站以了解进一步信息。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理事会（SASB）推出 SASB 实施入门，该在线资源旨在供寻求将 SASB 准则

纳入其与投资者核心沟通的公司使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SASB 网站的新闻稿和实施入门。 

 南非综合报告委员会（IRC）已更新最初于 2014 年发布的初学者指引，以便为各组织编制综合报

告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该指引与《南非企业治理金氏报告》（第四版）相一致，并包含《国际

http://www.saac.gov.cn/daj/tzgg/202003/8ce4e7837d49494b9e35b74124cf8547.shtml
http://eifrs.ifrs.org/eifrs/Menu
https://shop.ifrs.org/ProductCatalog/Default.aspx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februar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disclosure-goodwill-impairmen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ronaviru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redit-loss-covid-19
https://www.asb.or.jp/en/wp-content/uploads/20200324_e.pdf
https://www.cdsb.net/eu-non-financial-reporting-directive/1014/review-non-financial-reporting-directive-%E2%80%93-why-it%E2%80%99s
https://www.cdsb.net/corporate-reporting/1006/cdsb-and-cdp-release-handbook-meet-challenges-environmental-and-climate
https://www.sasb.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SASB_Implementation-Primer-Press-Release.pdf
https://www.sasb.org/implementation-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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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框架》发布五年后的最新示例。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RC 网站的《编制综合报告 — 初学者

指引》（更新版）。   

 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ICAI）设立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理事会，以协助各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理事会将制定准则以确立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披露要求。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CAI 网

站的理事会初始构成。 

 德勤挪威对总部位于挪威的 50 家最大型公司的年报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研究，并从综合报告和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角度分析其成熟度。请点击查阅刊载于综合报告网站的《漂绿或可计量的结果

？》报告。 

 德勤英国就 CDSB 关于推进自然相关财务披露的咨询发表意见。德勤鼓励 CDSB 与其他机构合作

，以迫切推动各项准则和框架的整合与协调，从而制定有关气候报告的权威性全球标准。请点击

查阅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意见函。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正就《长式外部报告鉴证》的建议指引进行咨询。该指引旨

在促进对《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 3000 号》（ISAE 3000）一贯高质量的应用，以加强长式外部报

告（EER）鉴证项目对 EER 报告质量的影响，提升使用者对相应出具的鉴证报告的信任，并增强预

期使用者对 EER 报告的可信度、信任度及依赖的信心。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ASB 网站的新闻稿。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注协近日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醒注册

会计师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执行审计时需要特别注意和考虑的事项，指出：审计项目组应加强信息

技术和数据分析在审计中的运用，并努力尝试采用常规审计手段，仅当由于疫情影响使得常规审计手

段不可行时，审计项目组才能考虑合理审慎地采用非常规审计手段（如非现场审计等）；审计项目组

应尽早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必要时提请其申请延期披露年度报告，而不应在未收集充分、适当的证据

的情况下仓促出具审计报告。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国际 

IAASB 就长式外部报告（EER）的鉴证进行咨询 

随着越来越多组织自愿或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报告其更广泛的业绩或影响（“长式外部报告”或

“EER”），针对此类报告的鉴证项目需求正不断增长。作为回应，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IAASB）已针对其非权威性 EER 指引开展反馈意见征询，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期为 2020 年 7 月 13

日。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为审计师提供指引的 IAASB 网页 

新冠病毒疫情引发全球性健康与人道主义危机，除了在生活各方面带来重大挑战外，疫情很可能会显

著影响审计工作的实施方式。IAASB 创建了一个新冠病毒疫情网页，以协助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及更大

范围的会计业界应对未来面临的某些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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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香港与内地的交换国别报告安排 

 下列两项刊宪： 

o 《2020年税务（修订）（税务宽免）条例草案》 

o 《2020年差饷（豁免）令》及《2020年收入（减少商业登记费及分行登记费）令》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sa.org/preparing-an-integrated-report-a-starters-guide-updated/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sa.org/preparing-an-integrated-report-a-starters-guide-updated/
https://www.icai.org/new_post.html?post_id=16318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IR-and-Sustainability-Report-Deloitte-Norway.pdf
https://integratedreport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IR-and-Sustainability-Report-Deloitte-Norway.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comment-letters/other/cdsb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3/iaasb-consults-extended-external-reporting-eer-assurance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3/t20200320_52506.html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3/iaasb-consults-extended-external-reporting-eer-assurance
https://www.iaasb.org/focus-areas/guidance-auditors-during-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0403.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04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04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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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资格的债务票据的清单（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可再生能源便民措施生效 

 二零二零／二一年度财政预算案税务措施 

 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宽减措施 

 事先裁定个案第 66 号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年3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企业债券发行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关于企业债券发行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依法由国家发改委负责作

出注册决定的债券发行申请，规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受理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为审核机构，并对债券发行的条件、信息披露要求和中介机

构责任等事项予以明确。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国家发改委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依法由中国证监会负

责作出注册决定的债券发行申请，规定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受理、审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和

募集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参照现行规定办理。您可以点击这里获取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有关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的通知 

近日，上交所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相关业务安排的通知》，深交

所发布《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相关业务安排的通知》，明确了公司债券上市条件、交易

方式、衔接安排等相关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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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对评价拟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是否具备“科

创属性”提供指引。该指引采用“常规指标+例外条款”的结构，包括 3 项常规指标和 5 项例外条

款。企业如同时满足 3 项常规指标（包括“研发投入金额或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发明专

利”、“营业收入或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或满足 5 项例外条款的任何一项，即可认为具有科创

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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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根据新《证券法》修订一批法规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和《关于修改部分证券期货规范性文件的

决定》，按新《证券法》有关明确规定，对 13 部规章、29 部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主要

涉及并购重组、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管理、行政许可事项取消、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监管、证券服务

机构监管、监管执法措施、诚信监管等制度中的相应条款。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

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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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公告格式模板第 14 号—挂牌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增

加了挂牌公司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信息、执业信息、诚信记录、投资者保护能力、审计收

费等披露要求。请点击这里查阅。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指南 1 号-申

报与审查》: 按照申报与审查阶段业务办理的一般流程，细化了“申报前准备、申报、全国股转公

司审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等各业务环节的办理要求。请点击这里查阅。 

https://www.ird.gov.hk/chs/tax/bus_qdi.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01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226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tax/budget.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dvance66.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20/3d032020.pdf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3/t20200301_1221966.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03/t20200301_371309.html
http://bond.sse.com.cn/bridge/notification/list/c/5001845.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301_574666.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3/t20200320_37242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3/t20200320_37244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3/t20200320_372442.htm
http://www.neeq.com.cn/uploads/1/file/public/202003/20200306181056_6td20stcl1.docx
http://www.neeq.com.cn/uploads/1/file/public/202003/20200306183850_x058cjphk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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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指南 2 号-发

行与挂牌》：设置了发行、询价、挂牌等相关操作流程，明确了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落

实相关制度的工作安排。请点击这里查阅。 

 

香港 

有关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下刊发业绩公告的联合声明的进一步指引 

继证监会与联交所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及 2020 年 2 月 28 日先后发布了联合声明及一系列常问问题

（常问问题），就于 12 月 31 日财政年度年结的上市发行人有关其刊发初步业绩及年度报告发出进一

步指引。 

就发行人无法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根据《上市规则》刊发初步业绩公告的指引 

如常问问题第 1 及第 2 条所述，如果发行人能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前刊发未与其核数师议定的初

步业绩公告或管理账目，联交所一般不会要求发行人的证券停牌。在其他所有情况下，发行人应尽快

谘询联交所以讨论其个别情况。继联交所在常问问题第 3 条所提供的指引，为使发行人的证券得以继

续交易，发行人应刊发重要财务资料，其中包括： 

 关键财务数据，例如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及股东权益变动；及 

 对年度财务状况和表现进行叙述性讨论，包括已发生的任何重大事项和重大交易的影响，以补充

其提供的财务数据。 

在所有情况下，该公告亦应说明旅行和其他限制怎样及为何影响了其按时汇报的能力。 

就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创业板发行人）及 2020 年 4 月 30 日（主板发行人）为刊发期限的年度报

告的指引 

如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刊发了（i）其符合《主板规则》第 13.49 条或《创业板规

则》第 18.49 条（如适用）之与其核数师议定的初步业绩；（ii）其根据联合声明未与其核数师议定

的初步业绩（常问问题第 1 条）；（iii）其管理账目（常问问题第 2 条）； 或（iv）重要财务资料

（请参阅上文及常问问题第 3 条），发行人可延迟刊发其年度报告，初次延期最多为本声明刊发日起

计的 60 天。证监会和联交所将不会仅因上市发行人根据联合声明刊发的财务资料与其后来的经审核

财务报表存在重大差别，就对上市发行人（或其曾参与汇报和审计程序的专业顾问）采取纪律行动。

请参阅常问问题第 5 条。 

若发行人如上文所述延迟刊发其年度报告，其必须（i）公布其预计可刊发年度报告的估计日期，并解

释得出该估计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及（ii）致力使市场知悉其年度报告的预计刊发日期以及其他适当

的更新。 

证监会和联交所理解，针对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旅行限制及其他预防措施何时解除尚存不确定性，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给予多于上述 60 天期限的延期（进一步延期）。联交所将按发行人的个别

情况而考虑其进一步延期的申请。如要申请进一步延期，发行人必须向联交所提供（i）其为何需要进

一步延期的解释（例如为何所需的会计或其他资料仍然未能被提供，或其核数师为何仍未获得相关查

证以确保符合所需标准）；（ii）其编制及刊发年度报告的计划详情；以及（iii）其有关进一步延期拟

刊发的公告（包括中期能向市场提供的任何更新的财务及营运资料）。联交所将评估每项申请，当中

的考虑包括（但不仅限于）：（i）市场是否充分知悉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表现；以及（ii）其他正在

交易的证券的相关信息的可比性。 

发行人应注意，其须要个别遵守其注册成立所在辖区的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中所适用的任何其他要

求，特别是有关于举行股东周年大会方面。联交所授予的延期将不会更改，豁免或延缓发行人注册成

立所在辖区的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中所适用的任何要求。如有需要，发行人应谘询其专业顾问。请

参阅常问问题第 10 条。 

请点击这里查阅指引原文。 

财务汇报局刊发 2019 年年报 

财务汇报局（"FRC"）刊发以「开展新里程」为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年的 2019 年年报。该

报告阐述了财务汇报局为应对新核数师监管制度而作出的变动及在 2019 年取得的成绩，并概述了本

年度所完成的调查和询问的主要发现，用于提醒公众利益实体(PIE)核数师和上市公司为实现高质量的

财务报告而应予以关注的审计和汇报方面的不当行为和对会计要求的违规情况。 

http://www.neeq.com.cn/uploads/1/file/public/202003/20200306183927_mu97xwkvse.docx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0/2003163news?sc_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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