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6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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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近日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该文件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

提供了一个企业可以选用的简化处理方法，即：无需判断租金减让是否对原租赁合同的修改，而是在

发生时直接计入损益（对于租金延迟支付的情况，则在实际支付时冲减相关负债/资产）。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作为出租人

不适用该文件中的规定。该规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会计年度生效。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

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 3 个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3 个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应用案例，分别针对 2018 年发布的经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和 2006 年发布的原《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融资租赁

和经营租赁分别举例），以示例方式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应用。您可

以点击这里、这里和这里获取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应用案例。 

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财政部近日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适用范围及部分交易的会计核算等问题予以澄清。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

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就 IFRS 17 和 IFRS 4 的有限范围修订确定终稿 

IASB 发布《对 IFRS 17 的修订》以应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于

2017 年发布后识别出的关注事项和实施挑战。有关修订对自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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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同时发布《延长无需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对<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 4 号>的修订）的暂时豁免》，以同时将上述修订的固定到期日推迟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或

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  请点击查阅： 

 IASB 新闻稿（链接至 IASB 网站） 

 关于对 IFRS 17 的修订的 IASB 网播（链接至 IASB 网站）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项目汇总和反馈声明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IFRS 聚焦》简讯 

IASB 就预期信用损失及相关披露发布投资者网播 

IASB 发布一个针对投资者的网播，阐述了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7 号》编制财务报表和附注时主体应提供的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

的新闻稿。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6/t20200624_3538070.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zlzzyyal/202007/t20200701_3542103.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zlzzyyal/202007/t20200701_3542102.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zlzzyyal/202007/t20200701_3542101.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6/t20200618_3534984.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06/iasb-issues-amendments-to-ifrs-17-insurance-contract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2020/amendments-to-ifrs-17/webcast-introducing-amendments-to-ifrs-17/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amendments-to-ifrs-17/project-summary-amends-to-ifrs17.pdf?la=e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7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06/webcast-a-primer-for-investors-on-how-to-get-the-most-out-of-companies-ifrs-9-and-ifrs-7-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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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刊物 

 

6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6 月 4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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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6 日发布。 

2020 年 6 月 16 日 IFRS 聚焦 — 新冠病毒疫情及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财务报告 

2020 年 6 月 22 日 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会计考虑事项网播 — IAS 34 — 中期财务报告 

2020 年 6 月 22 日 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会计考虑事项网播 — 持续经营 

2020 年 6 月 24 日 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会计考虑事项网播 — 损益表 

2020 年 6 月 29 日 IFRS 聚焦 — IASB 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的修订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对《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HKFRS 16）的修订“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

金减免”及相关示例 

有关修订豁免承租人必须考虑个别租赁合同以确定因新冠病毒疫情的直接后果导致的租金减免是否属

于租赁修改，并允许承租人在对此类租金减免进行会计处理时不将其视为租赁修改。有关修订适用于

导致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的租赁付款额减少的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且未对出

租人构成任何影响。有关修订对自 2020 年 6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

用（包括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尚未批准报出的中期或年度财务报表）。请点击这里阅读。 

HKICPA 同时发布有关租金减免的示例，以说明 HKFRS 16 的修订对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香港常见的各类
租金减免事实模式的应用。 

HKICPA 发布针对新冠病毒疫情财务报告事项的培训指引 

HKICPA 发布培训指引，强调了针对 2020 年财务报告期间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考虑事

项。请点击这里阅读。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

指引》 

中注协近日发布《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取

代 2019 年 3 月发布的《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和补充财务信息审计指引》。

主要修订为：以“注册制下”取代“科创板”，扩大了指引的适用范围；修改了一些文字表述，以与

更新后的相关法规和审计准则保持一致。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

的上述文件。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两次网络研讨会以就 ISA 600 和长式外部报告（EER）鉴证提供指引 

IAASB 针对现正征询公众意见的《国际审计准则第 600 号》（ISA 600）和 EER 鉴证的咨询举办了两次

不同的网络研讨会。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ma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ronaviru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vid-19-financial-reporting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covid19/interim-financial-reporting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covid19/going-concer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covid19/profit-loss-state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frs-17
https://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tandards/Members-Handbook-and-Due-Process/HandBook/Volume-II--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HKFRS-16-Leases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6_New-and-major-stds/ag_rent.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8_Resource-centre/edug_19.pdf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006/t20200619_52792.html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6/iaasb-releases-two-webinars-providing-guidance-isa-600-and-extended-external-reporting-eer-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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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B 发布有关审计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新冠病毒疫情相关指引 

IAASB 发布有关审计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新冠病毒疫情相关指引。该指引可协助审计师应对当前不

确定及不断变化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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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安排 — 防疫抗疫基金纾困措施的税务豁免安排 

 《2020年税务（修订）（船舶租赁税务宽减）条例》刊宪 

 业主的税务责任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42号——利得税（修订本）》的修订 

 税务宽免条例草案通过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年6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与创板板试行注册制相关的 4 项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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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经修订的《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 4 项与创业板试行注册制相关的规定，其中的新规定主要包括：精简优化创业

板股票和其他证券的发行条件，明确发行审核和注册程序，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强化监督管理和法律

责任，细化中介机构的执业要求等。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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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创业板信息披露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

书（2020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9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2020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5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2020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6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

书（2020 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7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发行证券申请文件（2020 年修订）》等 5 项经修订的创业板信息披露规定，对注册制下在创业板发行

证券的信息披露格式和申请文件等予以明确。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中国证

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主要内容

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公司可转板到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转板条件原则上与首

发上市相同，并对转板程序、监管安排等做出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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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4 号——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特别

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4 号——注册制下创新试点红筹企业

财务报告信息特别规定》（“24 号文”），对注册制下上市的创新试点红筹企业（“红筹企业”）的

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作出规定，主要内容为：红筹企业如果披露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auditing-accounting-estimates-current-evolving-environment-due-covid-19
https://www.ird.gov.hk/chs/tax/aef.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61901.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2b88056d099f4b47afae8272b123d985&esid=f8431082-f0b4-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20/pt_oblig.pdf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42.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61002.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2b88056d099f4b47afae8272b123d985&esid=f8431082-f0b4-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20/3d062020.pdf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19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19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19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20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20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202.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20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20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20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03_377572.htm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6 月 5 

应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15 号文”），

但可以对特定财务信息简化披露；红筹企业如果披露按财政部认可的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的会计

准则（“等效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不需要执行 15 号文，但需要披露补充财务信息（主要包

括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节的关键财务指标）；红筹企业如果披露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者美国会计

准则（“境外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不需要执行 15 号文，但需要披露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

整的调节信息（具体包括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重述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以及两种报表的主要差异和调节过程，但不需要提供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附注信息）。

上述财务报表、补充财务信息和调节信息均需要由根据《证券法》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实施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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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发行审核业务问答部分条款调整事项的通知”，对“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

答”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做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对员工持股、股权激励、未弥补亏

损等事项的处理予以澄清，明确了对互联网企业信息系统的核查要求以及对上市申请人及其控股股

东、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关联方资金流水的核查要求，并对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申请发行可转债

应具备的资产负债结构等予以明确。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交所近日发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红筹企业所发行的带有约

定赎回权的优先股的处理、红筹企业上市条件等问题予以澄清。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

的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创业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近日发布《创业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指引》，对按等效会计准则及按境外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创业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就其补充财务信息或财务报告差异调节信息的披露

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深交所发布有关创业板注册制试点的 7 份文件 

深交所近日发布《创业板证券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

规定》、《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创业板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对注册制下创业板首发上市的条件、申请程序和信息披露要求，以及

创业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再融资的条件和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您可

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

件。 

深交所发布有关创业板首发上市和发行证券再融资的审核问答 

深交所近日发布《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对与注册制下创业板首发上市和发行股份再融资的条件、信息披露、中介机构核查程序等有关

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香港 

联交所就为何退回若干上市申请发布 LD126-2020 和 LD127-2020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6/t20200612_378196.htm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fxjgb/fxbzcfg/fxbfxjgwd/202006/t20200610_377997.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5119169.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612_578366.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612_578376.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65.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612_578380.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60.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62.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0612_578361.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79.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69.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70.html
https://hkexcn-att.thomsonreuters.com/tr_10290_11816.pdf
https://hkexcn-att.thomsonreuters.com/tr_10287_118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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