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10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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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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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3 号》（“《解释第 3 号》”）
财政部近日发布《解释第 3 号》，对政府接受捐赠、对外投资、发行债券、报告日后调整事项等的会计
处理作出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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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发布《在 2020 年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IASB 发布一篇文章，概述了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考虑事项。请点击这里获取相关
链接。
IASB 发布编辑更正

IASB 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IFRS 7）的编辑更正。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基金会网站的编辑更正。
德勤刊物
10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10 月 6 日

IFRS 要闻 —2020 年 9 月

2020 年 10 月 14 日

2020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范例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以目的为导向的业务报告聚焦 —综合性全球准则蓄势待发

2020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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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发布。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的相互影响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HKFRS 15）和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HKFRS 16）的文章

税务局（IRD）近期对《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1 号》（DIPN 1 修订版）作出更新，并同时发
布题为《适用 HKFRS 16 的租赁利得税处理》的指引。DIPN 1 修订版和指引阐述了由广泛的判例法
权威充分支持的相关会计准则与税法的相互影响。涵盖的一系列主题包括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
分、使用权资产的折旧和减值、租赁负债的估算利息、以及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估值的经营租赁
转租的公允价值变动。请点击这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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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发布气候相关披露的 CDSB 框架应用指引。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DSB
网站的更多信息。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近期制定一项监管措施，旨在确保银行建立与气候相关风险的应变能
力。请点击查阅 HKMA 白皮书。
 审计质量中心（CAQ）发布一份新报告，指出外部审计师可有助于促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之外的信
息——非公认会计原则（GAAP）财务衡量指标和关键业绩指标（KPI）的可靠性与可比性。请点击查阅
刊载于 CAQ 网站的更多信息。

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联合发
布《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
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规定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金
融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计作为监管重点，要求采取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评估、加大会计师事务所信
息披露力度和监督检查力度等措施，并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合作及信息共享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
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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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号——注册会计师参与反舞弊调
查》就反舞弊调查的类型、反舞弊调查的程序、反舞弊调查报告的拟写等方面，对注册会计师参与反舞
弊调查的业务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针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工作人员审计实务提示

IAASB 发布针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工作人员审计实务提示，以协助审计师了解国际审计准则的现行规
定，及其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考虑的相关性。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
情。
IAASB 推迟审计师报告实施后复核利益相关方调查的截止日期
IAASB 审计师报告实施工作组现正对 2015 年发布的审计师报告准则开展实施后复核，且感兴趣的利益
相关方完成关于其经验的在线调查并提供反馈的截止日期已推迟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您可点击这里
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发布质量管理准则实施计划
在 IAASB 预期发布新一套质量管理准则之前，IAASB 已为三项准则（即，ISQM 1，ISQM 2 和 ISA 220
(修订版)）的每一项制定了实施计划。这些实施计划阐述了利益相关方预期发布的实施材料、涵盖的主
题、及预期的时间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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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更改地址，须尽早通知税务局
•
香港与格鲁吉亚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
香港与塞尔维亚及格鲁吉亚有关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命令刊宪
•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 年 9 月)
•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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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意见》）
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意见》，就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退市机制、提高违法成本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并明确相关的执行部门。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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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
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审核指引》）及一系列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制度文件的决定》。主要是修订了《审核指引》
及证券投资基金的一系列信息披露规定，以消除与新《证券法》的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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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引第 1 号》）
上交所近日发布《指引第 1 号》，取代此前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上交所可投资的品种、可从事的交易以
及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
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深交所近日发布经修订的《实施细则》，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深交所可投资的品种、可从事的交易
以及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和获取所附的《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版。

全球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有关不确定时期的报告指引
FRC 财务报告研究室发布涵盖截止于 2020 年 12 月年度的某些重点关注领域的指引。请点击查阅刊载
于 FRC 网站的下列内容：
 新冠病毒疫情：资源，行动，未来 – 前瞻指引
 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经营，风险和生存能力 – 前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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