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10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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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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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油气管网行业》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油气管网行业》，规定了油气管网运营企业的产品成本核

算项目和范围、产品成本归集、分配和结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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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环境部”）联合发布《重点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场所退役费用预提和管理办法》 

财政部、发改委、环境部于近日发布《重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退役费用预提和管理办法》，

其中对填埋场等设施的退役费用计提标准、会计处理等作出了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

载的上述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会计监管动态》）2021 年第 5 期 

上交所近日发布《会计监管动态》2021 年第 5 期。《会计监管动态》包括“沪市会计监管通讯”、

“典型案例研究”、“会计政策资讯”3 个专题，其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以案例方式对一些疑难、共

性的会计问题进行探讨。该刊物的内容不构成对企业会计准则的进一步解释，仅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交

流。本期“典型案例研究”讨论了以下问题：药学研究收入的确认，母公司对非全资子公司应收款无法

收回时损失的确认，股份支付授予日的确定，并购子公司遭遇“合同诈骗”时的会计处理，资产负债表

日后收到客户通知终止采购关系时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21 年 10 月会议 

所讨论的主题如下： 

 取决于资产回报的退休金福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IFRS 10）、《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IFRS 11）和《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IFRS 12）实施后复核 

 费率管制活动 

 权益法 

 商誉和减值 

 主财务报表 

 《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二轮综合复核 

 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 比

较信息（对 IFRS 17 的修订） 

 维护和一致应用： 

o 针对租赁付款额的不可返还的增值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IFRS 16））：议程决定

确定终稿 

o 初始确认时归类为金融负债的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IAS 32））：

议程决定确定终稿 

o 供应商融资安排：问题回顾 

o IFRIC 最新资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分类标准更新 – 首次采用 IFRS 17 和 IFRS 9 – 比较信息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 IASB 最新资讯和会议后播客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议程及相关的议程文件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工作计划分析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写的详尽会议汇总 

http://www.mof.gov.cn/jrttts/202110/t20211008_3757123.htm
http://zyhj.mof.gov.cn/zcfb/202110/t20211011_3757313.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1/iasb-update-october-2021/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1/october/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1/11/ia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1/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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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第 5 卷汇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议程决定汇编 – 第 5 卷，包含 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作出的所有议程决定。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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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5 日 IFRS 聚焦 — IASB 就 IFRS 9 分类和计量要求的实施后复核征询公众意见 

2021 年 10 月 7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9 月 

2021 年 10 月 11 日 2021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范例 

 

公司治理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成立 

2021 年 11 月 3 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宣布成立一个新准则制定理事会——国际可持续发

展准则理事会（“ISSB”），旨在为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制定综合性全球基准以满足投资者的

信息需求。ISSB 所制定的准则将被称为“IFRS 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SSB 将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紧

密合作并由受托人执行监督。ISSB 将制定披露要求，以促进不同司法管辖区内公司报告的一致性和可比

性，从而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协助将资本引导流向长期并具有复原力的业务。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

（"CDSB"）和价值报告基金会（"VRF"）已承诺合并纳入新理事会。除宣布成立 ISSB 之外，受托人同时

提供技术筹备工作组（"TRWG"）工作的最新进展，并基于 TRWG 的工作成果发布下述 2 份文件： 

 气候相关披露的蓝本 

 可持续发展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的蓝本 

上述两份蓝本同时附有 TRWG 工作计划的概述，阐述了迄今为止已完成及尚待完成的技术筹备工作，

以便在 ISSB 开始工作后向 ISSB 提交一套最终建议。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ISSB 网站，以及 IAS Plus 网站提供的汇总。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通过经修订的《审计法》 

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经修订的《审计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根据经修订的《审计法》，审

计署在对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监督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

还可以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或者审计监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如果属于审计署的审

计对象，审计署有权核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人大常委

会相关决定。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有关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 》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

力管理办法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判断标准和需要遵守的额外监管规定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

和这里阅读人行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1/10/compilation-of-agenda-decisions-volume-5-published/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s/compilation-agenda-decisions-vol-5-apr2021-oct2021.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pir-ifrs-9-rfi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1/sept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1/mfs-2021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1/11/ifrs-foundation-announces-issb-consolidation-with-cdsb-vrf-publication-of-prototypes/
https://www.ifrs.org/groups/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1/11/issb
http://www.gov.cn/xinwen/2021-10/23/content_5644519.htm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57/4361118/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57/4361118/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57/437350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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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修订《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指南》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指南》[2021 年修订]  ，对会计师事务所应

报备的证券服务业务类型及报备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

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有关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制度规则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改

革的一系列文件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有关北交所发行上市、再融资、持续监管的 3 项规则以及有关新三板公司监管 2 项

规则的修订版，同时发布了北交所的 11 信息披露规则及新三板的 2 项信息披露规则。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和获取北交所 3 项监管规则及新三板 2 项监管规

则修订版，点击以下链接获取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北交所 11 项信息披露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至 56 号）和新三板 2 项信息披露规则（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8 号及 19 号）：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47 号、48 号、49 号、50 号、51 号、52

号、53 号、54 号、55 号、56 号

•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8 号及 19 号

北交所发布 7 个有关公司上市及发行证券、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的文件 

北交所近日发布以下有关公司上市及发行证券、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的文件： 

•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试行）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试行）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业务细则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细则

•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则（试行）

•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北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全球 

英国财务汇报局发布有关 IAS 37 的专题复核结果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发布一项专题复核，以协助各公司改善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相关的公司报告质量。FRC 的复核涉及抽样审查 20 家公司的年报及

相关报告要求，并发现在若干领域需作出一定程度的改进，特别是与下列各项相关的披露： 

 关于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预计时间的定量信息，

 用于估计上述经济利益流出的关键假设，及

 相关的不确定性。

报告同时指出有机会对特定类型的准备金所包含成本的性质作出澄清，以及披露更具体的会计政策并提

供关于或有负债的更多定量信息。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FRC 网站的报告。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kjb/sjypgjgba/202110/t20211022_407423.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110/t20211030_407823.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2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2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2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2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2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29.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0.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2.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0/t20211030_407836.htm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02.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04.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05.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06.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07.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897.html
http://www.bse.cn/cxjg_list/200010908.html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d7386e32-190f-4599-b763-6fe7c702f579/FRC-Thematic-Report-IAS37_October-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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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

分所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 号楼中国人寿金融中

心 12 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

分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365 号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317 3500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

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88 号环球金融中心 43

层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7 0978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

所    

大连市中山路 147 号森茂大厦 1503 室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合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肥

分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 190 号华邦 ICC 写

字楼 A 座 1201 单元 

邮政编码：230601 

电话：+86 (551) 65855927 

传真：+86 (551) 65855687 

 

 

济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济南分所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6636 号中海

广场 28 层 2802、2803、2804 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南京分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47 号国金

中心办公楼一期 40 层 

邮政编码：210019 

电话：+ 86 (25) 5790 8880 

传真：+ 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外滩中心 30 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武汉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武汉分所 

新世界国贸大厦Ⅰ座 49 楼 01 室 

邮政编码：430000 

电话：+86 (27) 8538 2222 

传真：+86 (27) 8526 7032 

 

 

杭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杭州分所 

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 号赞成中心

东楼 1206-1210 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 86 (571) 8972 7688 

传真：+ 86 (571) 8779 7915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华润大厦 9 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苏州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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