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1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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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5 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1 年第五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回答了有关小企业会计准则、长期股权投资权

益法核算、收入、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固定资产和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6 个问题。请点击这里阅读

刊载于财政部网站的本次和以前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建议就涉及契约的债务的分类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 

IASB 发布征求意见稿 ED/2021/9《涉及契约的非流动负债（对 IAS 1 的建议修订）》。IASB 在征求意

见稿中建议修订 IAS 1，以阐明主体在报告期后 12 个月内必须遵循的条件不会影响相应负债划归为流动

或非流动的分类。主体应在其财务状况表内单独列报须遵循相关条件的非流动负债，并采用相应表述列

明非流动负债的分类须取决于在报告日后 12 个月内遵循相关条件。同时要求在附注中说明主体须遵循

的条件、基于报告期末的具体情况主体能否遵循这些条件、以及主体预期是否和如何能够在报告期后遵

循这些条件。有关修订应予以追溯应用（应用《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IAS 8）），且生效日期不会早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建议允许提前采用。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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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有关建议的概览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IFRS 聚焦》简讯 

IASB 建议就供应商融资安排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IAS 7）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IFRS 7） 

IASB 发布征求意见稿 ED/2021/10《供应商融资安排（对 IAS 7 和 IFRS 7 的建议修订）》。IASB 在征求

意见稿中建议修订 IAS 7 以引入一个披露目标，要求主体在附注中提供相关信息，以使财务报表使用者

能够评估供应商融资安排对主体的负债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征求意见稿同时具体列明为符合建议的披露

目标主体需要提供的定性和定量披露。建议的修订并未对术语“供应商融资安排”作出定义，而是阐述

了主体须提供建议的信息披露的安排特征。此外，建议对 IFRS 7 作出修订，以在披露主体面临流动性风

险集中的风险敞口相关信息的要求中新增供应商融资安排作为示例。有关修订应予以追溯应用（应用

IAS 8）。征求意见稿并未建议具体的生效日期。建议允许提前采用。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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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说明有关建议的《投资者视角》文章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说明建议修订的德勤《IFRS 聚焦》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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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8 日 以目的为导向的业务报告聚焦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成立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准则的

新理事会 

2021 年 11 月 8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10 月 

2021 年 11 月 23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就涉及契约的负债的分类修订 IAS 1 

2021 年 11 月 30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修订 IAS 7 和 IFRS 7 以应对供应商融资安排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1/11/iasb-proposes-narrow-scope-amendments-to-ias-1/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non-current-liabilities-with-covenants-amendments-to-ias-1/ed-2021-9-nclwc.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non-current-liabilities-with-covenants-amendments-to-ias-1/snapshot-ed-2021-9-nclwc.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ias-1-covenant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1/11/iasb-proposes-disclosure-requirements-to-enhance-transparency-of-supplier-finance-arrangements/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supplier-finance-arrangements/ed-2021-10-sfa.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supplier-finance-arrangements/investorperspectives-sfa-nov2021.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sfa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urpose-driven-business-reporting-in-focus/issb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urpose-driven-business-reporting-in-focus/issb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1/octo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ias-1-covena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s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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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三项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相关准则应用指南 

中注协近日发布《<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理>应用指南》、《<会计师

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2 号——项目质量复核>应用指南》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21

号——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量管理>应用指南》。本次发布的应用指南涵盖了国际质量管理准则

“应用和其他解释性材料”部分的所有相关内容，并针对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中的具体情况，增

加了一些条款，更有利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理解和执行。请点击这里阅读刊载于中注协网站的相关通知

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中国银行业协会（“中银协”）发布《关于规范银行函证业务收费的倡议书》 

中银协近日发布《关于规范银行函证业务收费的倡议书》，主要内容包括：鼓励银行采用按函证份数收

费的方式，合理设定价格，公示收费及优惠标准，推进函证业务数字化等。请点击这里阅读刊载于中银

协网站的上述文件。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近日发布了下列专家提示，该等指引具备相对较低的权威性：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1]第 3 号--实务案例解析》: 分析了有关收入、

投资性房地产和股份支付的 3 个实务案例的审计证据和相关会计处理等。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

详情。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1]第 4 号--中小企业 IPO 咨询的关注事项》：就

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小企业提供有关 IPO 的咨询服务时，需要提请中小企业关注的要点提供指引。您

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首份数字化手册以提升准则的功能性和可访问性 

IAASB 公告的首份完全数字化手册现已在新推出的网络应用程序“e-International Standards”中上

线，旨在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可供快速参考其他准则制定理事会的准则及相关的资源。您可点击这

里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发布针对较不复杂主体的咨询调查 

IAASB 于 2021 年 7 月就较不复杂主体财务报表审计的建议准则开展为期 6 个月的公众意见征询，除此

之外，IFAC 和 IAASB 还启动了一项调查以提供另一种参与咨询并提出意见的方式。调查截止期为 2022

年 1 月 14 日。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发布有关股票发行和上市的 5 项规定 

北交所近日发布以下有关股票发行和上市的规定：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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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申报与审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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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发行与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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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北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111/t20211102_63018.html
https://www.china-cba.net/Index/show/catid/14/id/40194.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637046747805321.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637805590900329.html
https://eis.international-standards.org/
https://eis.international-standards.org/
https://survey.alchemer.com/s3/6561251/Proposed-ISA-for-Audits-of-Financial-Statements-of-Less-Complex-Entities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24.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17.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22.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23.html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1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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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发布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信息披露的 5 项规定 

北交所近日发布以下有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信息披露等事项的规定：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2 号——季度报告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6 号——定期报告相关事项

•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临时公告格式模板

• 北京证券交易所复核实施细则

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北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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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有关财务类退市指标中营业收入扣除的

规定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

和《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 9 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 》，深交所近日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2 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3 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对计算退市指标中的营业收入时应

扣除的项目等提供详细解释。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两份上交所文件，点击这里

和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两份深交所文件。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试点开展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业务的问答”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日发布“关于试点开展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业务的问答”，解

答有关对社会责任债权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定义、发行条件、信息披露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

阅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网站刊载的“问答”。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近期发布了下列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为适应新设立的北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原规

则作出修订。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为适应新设立的北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原规则作

出修订。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相关事项》：为适应

新设立的北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原规则作出修订。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香港财务汇报局（“FRC”）报告 

FRC 发布年度调查报告，涵盖由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的 18 个月报告期，并同时

在第一个三年查察周期的中段发布中期查察报告。您亦可参阅 FRC 发布的新闻公报。 

联交所刊发气候信息披露和企业管治指引 

联交所近期刊发供上市发行人参考的气候信息披露指引，以及有关 2020/2021 年首次公开招股申请人

的企业管治和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常规情况的报告。联交所同时推出名为 ESG Academy 的

ESG 中央教育平台以支持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业务。 

联交所就优化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的改革刊发谘询总结 

联交所就优化及简化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的建议刊发谘询总结。特别是： 

 所有发行人将采用同一套核心股东保障标准，为所有投资者提供同等的保障；

 没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大中华发行人可作第二上市，而：(1) 毋须证明其是「创新产业公司」及 (2)

上市时最低市值将低于现行规定；及

 符合条件以既有的不同投票权及/或可变利益实体结构作第二上市的「获豁免的大中华发行人」及

「非大中华发行人」，将可选择作双重主要上市。

请参阅新闻稿以了解有关详情。 

http://www.bse.cn/fxrz_list/200010935.html
http://www.bse.cn/cxjg_list/200010937.html
http://www.bse.cn/cxjg_list/200010931.html
http://www.bse.cn/1711/200011040.html
http://www.bse.cn/scgl_list/200010938.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disclosure/notice/c/c_20211119_5639695.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slkcbbsdzczywznylc/xxpljgywzn/ssgsrcxxplgzbwl/c/c_20211119_5639691.s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11119_589731.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11119_589731.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11119_589732.html
http://www.nafmii.org.cn/xhdt/202111/P020211111594834848753.pdf
http://www.nafmii.org.cn/xhdt/202111/P020211111594834848753.pdf
http://www.neeq.com.cn/class_c0/200011043.html
http://www.neeq.com.cn/class_c3/200011047.html
http://www.neeq.com.cn/class_c0/200011071.html
https://www.frc.org.hk/zh-hk/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investigation-and-compliance-reports
https://www.frc.org.hk/zh-hk/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inspection-reports
https://www.frc.org.hk/en-us/FRC_PressRelease/FRC_Pres%20Releas_Interim_Inspection_Report_Investigation_Report_T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Reports-on-ESGPD/esgreport_2020_2021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ESG-Academy?sc_lang=zh-HK&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04a95bc7d41343348cb5dbab57b4a37b&esid=ba9c3dc8-674b-ec11-b818-0050568d4f85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March-2021-Listing-Regime/Conclusions-(Nov-2021)/cp202103cc_c.pdf?la=zh-CN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119news?sc_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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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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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