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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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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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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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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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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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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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