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4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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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IASB 就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发布建议修订（说明） 

IASB 发布题为《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的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IFRS 16）的

建议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注）。该征求意见稿建议一项实务简便方法，豁免承租人无需评估与新冠病

毒疫情（COVID-19）相关的租金减免是否属于租赁修改。该实务简便方法仅适用于因新冠病毒疫情的

直接后果引致的租金减免，并且仅当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才适用： 

 租赁付款额变动引致的修正后的租赁对价大致等同于或小于变动前的租赁对价； 

 租赁付款额的任何减少仅影响原本于 2020 年到期应付的付款额（注：在修订终稿中已延长至涵盖

原本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应付的付款额）；及 

 租赁的其他条款和条件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动。 

征求意见稿并未建议对出租人会计作出任何修订。 

请点击下列链接查阅：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相关新闻稿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概述征求意见稿关键概念的《IFRS 聚焦》简讯 

注：IASB 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发布修订终稿。 

 

德勤刊物 

 

4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4 月 8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 16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实施利率基准改革—第 2 阶段：对 IFRS 9、IAS 39、IFRS 7、IFRS 4

和 IFRS 16 的建议修订 

2020 年 4 月 20 日 

(最近更新：5 月 4 日) 

更新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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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在识别出新事项时定期更新。最新版本已于 5 月

4 日发布并可点击这里查阅。 

2020 年 4 月 24 日 IFRS 聚焦 — IASB 就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建议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

——租赁》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书面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指出：近年医疗体制

改革和新的行业政策导致医药行业利润空间压缩，部分上市公司经营压力增大，审计风险较高。要求

注册会计师重点关注销售费用、商誉减值和资产减值等事项。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

相关新闻稿。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04/amendment-to-leases-standard-to-help-companies-with-covid-19-related-rent-concessions/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ifrs-16-covid-19/ed-covid-19-related-rent-concessions.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6-ed-covid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ifrs-16-covid-19/covid-19-related-rent-concessions-amendment-to-ifrs-16.pdf?la=e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march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bor-reform-2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bor-reform-2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ronaviru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ronaviru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6-ed-covid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6-ed-covid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4/t20200430_52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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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信托相关业务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信托相关业务年报审计风险，指出：近年来，由于监管收

紧，信托行业管理资产规模持续回落，信托相关业务经营风险上升，审计风险较高。要求注册会计师

重点关注相关金融工具的估值和减值、结构化主体的合并、信托收入的确认等事项。您可以点击这里

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主席和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主席的联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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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同时导致全

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IAASB 和 IESBA 致力于尽其所能为强有力的全球应对措施提供支持。 

IAASB 和 IESBA 致力于继续开展工作（尽管采用虚拟工作形式），并把握机会调整其工作方式与工作

内容，同时考虑全球需求及优先重点。 

在短期内，IAASB 和 IESBA 已过渡至全面数字化平台以执行日常工作、召开全体会议及开展利益相关

方的广泛咨询活动。此外，现正制定或将考虑聘请其他方制定和/或购买适合于各理事会的参考资料，

以协助其利益相关方继续开展工作。为此，IAASB 和 IESBA 将在各理事会网站创建网络资源以提供与

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资讯和材料。 

IAASB 和 IESBA 现正就其方法与公众利益监督理事会（PIOB）、各监管机构和国家准则制定机构进行

协调，并同时与 PIOB 讨论平衡时效性以及众多利益相关方面临的非常实际的运营限制的最佳方法。这

些讨论将考虑其利益相关方根据现有的时间表提供反馈意见的能力以及是否须提供相应的灵活性。 

IAASB 和 IESBA 正在迅速调整适应并试图对诸多难题保持敏感性，以及将优先考虑在困难时期与所有

利益相关方保持密切联系并继续检讨其应对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可能无法在首次应用时便发挥应有的

效力，并且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可能需要作进一步调整。IAASB、IESBA 及其工作人员将准备好在可行

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提供协助。 

IAASB 和 IESBA 继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工作，并了解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

战，以及将采用果断及时的应对措施迎接这些挑战。 

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改进 ISRS 4400 以应对利益相关方不断变化的需求 

IAASB 发布《国际相关服务准则第 4400 号》（ISRS 4400（修订版）），该修订后的准则规范商定程

序项目的执行。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IAASB 同时发布关于 ISRS 4400（修订版）的事实声明，

以为涉及该准则的更为重大的修订提供实施支持，并协助执业人员正确理解及应用修订后的准则。您

可点击这里查阅刊载于 IAASB 网站的更多详情。 

聚焦 IAASB 的未来项目和优先重点 – 与 IAASB 主席和副主席的讨论 

在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广泛咨询活动过程中，IAASB 主席 Tom Seidenstein 和副主席 Fiona 

Campbell 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CA ANS）的 Amir Ghandar 进行会面并讨论准则

制定的未来，包括促进敏捷的准则制定以及理事会就维持公众对审计的信任的关注。这是 CA ANZ 四

个访谈系列中的首个视频。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聚焦 IAASB 的未来项目和优先重点及与 IAASB 主席和副主席的讨论。第 2 及第 3 部分 

在该系列的第二个及第三个视频中，IAASB 主席 Tom Seidenstein 和副主席 Fiona Campbell 讨论了

审计准则的可扩展性、中小型事务所和中小型审计面临的挑战、以及准则的总体复杂性，上述内容均

是 IAASB 的“较不复杂主体审计”工作组的关注重点。您可访问第 2 部分及第 3 部分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发布相应修订以使国际准则与修订后的 IESBA《国际专业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包括国际独立性准则）

（IESBA 守则）更趋于一致 

由于近期 IESBA 守则的结构重编及修订，IAASB 发布对 IAASB 国际准则的相应修订。您可点击这里查

阅更多详情。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4/t20200414_52597.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4/t20200414_52597.html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joint-message-chairs-iaasb-and-iesba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iaasb-enhances-isrs-4400-respond-evolving-needs-stakeholders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standard-related-services-isrs-4400-revised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spotlight-iaasb-future-projects-and-priorities-discussion-iaasb-chair-and-deputy-chair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spotlight-iaasbs-future-projects-and-priorities-discussion-iaasb-chair-and-deputy-chair-part-2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spotlight-iaasbs-future-projects-and-priorities-discussion-iaasb-chair-and-deputy-chair-part-3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iaasb-releases-conforming-amendments-align-international-standards-more-closely-revised-iesba-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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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Seidenstein 的演讲：共同迎接挑战并恢复信心的时刻 

2020 年 4 月 13 日，IAASB 主席 Tom Seidenstein 在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举办的虚拟会议上发表关于

“共同迎接挑战并恢复信心的时刻”的演讲。 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着重提升敏捷性、加强协作和优先应对新出现挑战的新战略和工作计划 

IAASB 发布 2020‒2023 年战略及 2020‒2021 年的工作计划。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技术总监关于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措施的最新资讯 

IAASB 致力于迅速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引致的当前现状。该项说明旨在就编制中的支持材料进度及

其对工作计划看法的进展向利益相关方提供最新资讯。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发布有关使用自动化工具和技术时审计文件记录的支持材料 

IAASB 技术工作组发布有关使用自动化工具和技术（如，数据分析、机器人自动化流程或人工智能应

用）时审计师文件记录的非权威性支持材料。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关于集团审计准则现代化的建议以支持审计质量 

IAASB 就建议的《国际审计准则第 600 号——审计集团财务报表的特殊考虑（包括组成部分审计师的

工作）》（ISA 600（修订版））发布征求意见稿。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IAASB 并未采用理事

会常规的 120 天公众意见征询期。因此，关于建议的 ISA 600（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截止日

为 2020 年 10 月 2 日。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就持续经营的审计考虑事项发布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指引 

IAASB 发布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引致的环境变化相关的审计师对持续经营的考虑事项的官方指引。您

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2019/20 利得税报税表的主要改动 

 额外延长税务限期 

 2019至2020年度报税表安排 
 暂停经「税务易」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的服务 

 国别报告－通知期限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39号（修订本）》– 利得税：数码经济、电子商贸及数码资产 

 公共服务最新安排 

 对「零售业资助计划」的澄清 

 印花税统计资料（2020年4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发布《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 

财政部发布《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为强化财政部与中注协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联合监管提出多项措施，主要包括：财政部与中注协组织联合检查组实施执业质量检查，对检查结果

联合审理；中注协在跨境会计审计监管中协助财政部做好与相关境外监管机构及会计职业组织的协调

沟通、协议制订、线索发现、底稿移交等相关工作；财政部会计执法检查系统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共享，等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tom-seidenstein-speech-time-rise-collectively-challenge-and-restore-confidence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iaasb-s-new-strategy-and-work-plan-focuses-increased-agility-enhanced-coordination-and-priority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iaasb-technical-director-update-covid-19-response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iaasb-issues-support-material-audit-documentation-when-using-automated-tools-and-techniques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4/iaasb-proposes-modernization-group-audits-standard-support-audit-quality
https://www.iaasb.org/focus-areas/guidance-auditors-during-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www.ird.gov.hk/chs/tax/taxrep_changes.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404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30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tax/efiling_20200330.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2701.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39.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328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40201.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2020/3d042020.pdf
http://jdjc.mof.gov.cn/jianchagonggao/202004/t20200430_35071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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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启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近日通过了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方案，中国证监会随即发布了《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

新规则的征求意见稿，并宣布在过渡期内停止接收新的在创业板首发上市申请，待新的制度生效后改

为由深圳证券交易所接受申请。根据征求意见稿，新制度在审核注册程序、发行承销、信息披露原则

要求、监管处罚等方面与科创板相关规定基本一致，发行上市条件比原制度规定有所放松，同时加强

投资者保护，并对创业板投资者增设准入条件。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关于中国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答记者问的新闻稿。 

中国证监会允许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上市公司延迟披露 2019 年报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上

市公司尽可能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2019 年报的披露，同时对部分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

的公司，规定可以延迟至不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度报告，并可先行披露主要经营业

绩。同时强调禁止滥用延期披露政策，并将对相关的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严格的核查、追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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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修订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境内上市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对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境

内上市规定作了如下修订： 

 修订了上市的市值标准； 

 对已在境外上市 VIE 架构的红筹企业的股票发行申请，中国证监会将征求其境内实体所从事业务的

行业主管部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的意见； 

 尚未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中国证监会将就有关其存量股份减持等涉及外汇使用事项的方案征求相

关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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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通知对因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拟延期至

4 月 30 日后披露 2019 年报的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规定 

近日，上交所发布《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交所发布《关于支

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的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

响拟延期至 4 月 30 日后披露 2019 年报，应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前（必要时可延迟到 4 月 30 日）就

此发布临时公告和其审计师出具的专项说明，并可以先行披露主要经营业绩。通知对临时公告、专项

说明及主要经营业绩报告的内容、格式等作出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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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通知允许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债券发行人或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延迟至 4 月 30 日

后披露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 2019 年报 

近日，上交所发布《关于支持做好公司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交

所发布《关于支持做好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 2019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规定债券

发行人或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托管人（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受疫情影响不能在 4 月 30 日

前按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允许将 2019 年度报告披露日期推迟到不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发布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临时报告，并由审计机构出具

专项意见。通知对临时报告和专项意见的内容作出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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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对科创板企业应具备的“科创属性”作出规定，并要求发行人申报

时提交关于科创属性符合科创板定位要求的专项说明，保荐人出具发行人科创属性符合科创板定位要

求的专项意见。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会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04/t20200427_374551.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04/t20200407_373380.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4/t20200430_374807.htm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stock/c/c_20200408_5031687.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408_575830.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bond/c/c_20200409_5032914.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409_575856.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50206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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