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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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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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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011/t20201126_3630673.htm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tzl/jggzsyzy/202011/t20201113_386201.htm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11/iasb-proposes-amendment-to-leases-standard-to-improve-accounting-for-sale-and-leaseback-transactions/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lease-liability/ed-lease-liability-in-a-sale-or-leaseback.pdf?la=e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roposed-ifrs-16-amend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rojects/narrow-scope/lease-liability-sale-and-leaseback
https://www.ifrs.org/issued-standards/editorial-correction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octo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urpose-driven-business-reporting-in-focus/climate-reporting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comment-letters/2020/ifric-september-2020-ifrs10-16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roposed-ifrs-16-amend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proposed-ifrs-16-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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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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tandards/Members-Handbook-and-Due-Process/HandBook/Updates/Update-No-249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I/hk-int520.pdf?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6044e57c2528eb11b8170050568d1b3e-5e0eae2a19e54568a4a5475060fb3636&esid=8ec1eeec-f42d-eb11-b816-0050568d4f85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I/hk-int520.pdf?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6044e57c2528eb11b8170050568d1b3e-5e0eae2a19e54568a4a5475060fb3636&esid=8ec1eeec-f42d-eb11-b816-0050568d4f85
https://www.hkicpa.org.hk/en/Tools/FAQ/Standards/HKFRS/Hong-Kong-Interpretation-5_-2020-Presentation-of-FS-Classification-by-the-Borrower?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6044e57c2528eb11b8170050568d1b3e-5e0eae2a19e54568a4a5475060fb3636&esid=8ec1eeec-f42d-eb11-b816-0050568d4f85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6067243117295.html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iaasb-communique-audits-less-complex-entities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fraud-and-going-concern-audit-financial-statements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key-takeaways-iaasb-s-roundtable-series-fraud-and-going-concern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introducing-quality-management-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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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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non-authoritative-support-material-using-automated-tools-and-techniques-when-identifying-risks
https://publication.thecaq.org/cybersecurity/the-auditors-role/?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5c81557b5afe4bb9858a901b30b3bfbd&esid=5e035f6c-5d22-eb11-b816-0050568d4f85
https://www.journalofaccountancy.com/news/2020/nov/revenue-recognition-tips-for-successful-auditing.html?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5c81557b5afe4bb9858a901b30b3bfbd&esid=5e035f6c-5d22-eb11-b816-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1028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1104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110402.htm
https://www.ird.gov.hk/chs/tax/bus_qdi.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20/3d112020.pdf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81.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83.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19.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21.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31.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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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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325.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0-MB-Profit-Requirement/Consultation-Paper/cp202011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0-MB-Profit-Requirement/Consultation-Paper/cp202011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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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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