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1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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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近日发布征求意见稿，主要涉及社会资本方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合同的会计处
理和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内容与 IFRS 的相关规
定类似。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征求意见
函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会计类第 1 号
监管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会计类第 1 号监管指引》，讨论了有关股权投资、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
表、股份支付、收入确认、金融工具、非经常损益等会计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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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IFRS 16）的建议修订
IASB 发布征求意见稿《售后租回中的租赁负债（对 IFRS 16 的建议修订）》，旨在澄清卖方-承租
人如何针对售后租回交易产生的租赁负债应用 IFRS 16 中的后续计量要求。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1
年 3 月 29 日。
请点击查阅下列内容：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新闻稿
 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阐述建议修订的《IFRS 聚焦》简讯
 德勤 IAS Plus 网站的 IFRS 16 — 售后租回中的租赁负债项目页面
IASB 发布编辑更正
IASB 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的编辑更正。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编辑更正页面。
德勤刊物
1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11 月 6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11 月 9 日

以目的为导向的业务报告聚焦 — 符合投资者期望的气候相关报告的进展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有关持有单一资产的公司的售后租回的临时议程决定的德勤意见函

2020 年 11 月 30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以澄清售后租回交
易中租赁负债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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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对 HKFRS 9、HKAS 39、HKFRS 7、HKFRS 4 和 HKFRS 16 的修订：利率基准改革 – 第 2 阶段
香港会计师公会（ "HKICPA" ）发布对《香港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HKAS 39）、《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4 号——保险合同》（HKFRS 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金融工具：披露》（HKFRS 7）、《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HKFRS 9）
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HKFRS 16）作出修订的利率基准改革 – 第 2 阶段。
有关《香港解释公告第 5 号——财务报表列报：借款人对包含可随时要求偿还条款的定期贷款的分类》(2020)
的常见问答
HKICPA 发布有关《香港解释公告第 5 号——财务报表列报：借款人对包含可随时要求偿还条款的
定期贷款的分类》(2020)的常见问答；《香港解释公告第 5 号》因 2020 年 8 月《负债的流动或非
流动划分》引入的对《香港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修订而于 2020 年 10 月作出相
应修订。有关修订澄清如何将债务和其他负债分类为流动或非流动，但并未更改现行的要求，且适
用于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及应予追溯适用；允许提前采用。

审计
中国大陆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专家信箱专家观点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北注协”）近日发布了专家信箱专家观点（2020 年第二期）对在新冠疫
情下，针对舞弊风险、存货监盘、函证、非金融资产减值、收入确认、持续经营、期后事项、集团
审计、实地走访等事项在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查阅更
多详情。

国际
IAASB 公报详述了应对复杂性、可理解性、可扩展性和相称性的计划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一份新公报，详述了为应对复杂性、可理解性、可扩展
性和相称性（包括较不复杂主体的财务报表审计）的下一步工作。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有关舞弊和持续经营的讨论文件征求意见截止期延长
讨论文件《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舞弊和持续经营：探讨公众对审计师角色的看法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
审计中的责任之间的差异》的征求意见截止期已延长至 2021 年 2 月 1 日。鼓励所有感兴趣的利益
相关方对此讨论文件作出回应。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现已推出：IAASB 有关舞弊和持续经营的圆桌会议系列的内容提要
IAASB 近期与多方专家和领导人举行 3 轮虚拟圆桌会议，以探讨与下列各项相关的事项和挑战：技
术发展对舞弊实施和侦查的影响、“期望差距”或公众的看法与审计师对舞弊和持续经营的责任之
间的差异、以及复杂程度较低的主体审计中的舞弊和持续经营，并随后发布一份内容提要刊物。您
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现已推出：新 IAASB 质量管理准则视频简介
IAASB 发布有关新的及经修订的质量管理准则（即，ISQM 1，ISQM 2 和 ISA 220 (修订版)）的视
频简介，阐述了上述 3 项准则的主要内容，以协助利益相关方开始实施有关工作。您可点击这里了
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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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B 发布有关使用自动化工具和技术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新支持材料
IAASB 技术工作组针对在根据《国际审计准则第 315 号》（ISA 315 (2019 年修订)）识别及评估重
大错报风险时对自动化工具和技术的使用发布一份新的非权威性常见问答刊物，以协助审计师了解
在执行风险评估程序时可使用的自动化工具和技术类型，以及如何使用。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
情。

香港
针对公司编制的网络安全信息的审计师职责
审计质量中心发布一份刊物，探讨了审计师对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网络安全承担的职责，以及涉
及网络安全的审计师职责可如何超越财务报表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高级管理层、董事会、及其他
相应的利益相关方不断变化的需求。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审计收入确认
《会计月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了成功审计收入确认的技巧。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 立法会关于规管网上筹款活动的问题
• 立法会关于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进一步支援的问题
• 立法会关于创新及科技基金的问题
• 符合资格的债务票据的清单（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 年 11 月)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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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挂牌公司优先股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审查要点的通知》，对挂牌公司申请实施这两
类交易时新三板的审查重点分别作出说明，请点击这里查看；
 《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股定向发行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
发行后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申请文件受理检查要点的通知》，对挂牌公司申请实施这 3 类交易
时新三板的审查重点分别作出说明，请点击这里查看；
 《关于发布<挂牌申请文件受理检查要点>的通知》，对公司申请挂牌交易时新三板的审查重点
作出说明，请点击这里查看；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对申请挂牌阶段信息
披露、尽职调查等相关规则作出具体解释，请点击这里查看；
 《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卫生行业公司><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卫生行业公司>的公告》，对卫生行业公司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年度报告和临时公告等中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请点击这里查看；
 《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广告公司》《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广告公司》的公告》，对广告公司在公开转
让说明书、年度报告和临时公告等中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请点击这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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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建筑公司><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建筑公司>的公告》，对建筑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
书、年度报告和临时公告等中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请点击这里查看。

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有关主板盈利规定的咨询文件
《主板规则》第 8.05(1)(a)条的最低盈利规定（盈利规定）于 1994 年推出后，未曾作出调整。同
时，自 2018 年《主板规则》第 8.09(2)条的最低市值规定（市值规定）由 2 亿元增至 5 亿元后，
联交所注意到部分仅符合盈利规定最低要求但市值相对偏高的发行人之上市申请有所增加。联交所
认为，盈利规定与修订后已调高的市值规定不相应，引起了对申请主板上市的公司质素的监管关
注。因此，联交所建议，将盈利规定按市值规定于 2018 年的增幅百分比调高 150%（方案 1），
或按恒生指数平均收报点数（由 1994 年至 2019 年）的概约增幅调高 200%（方案 2）。请参阅咨
询文件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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