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12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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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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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主要涉及 3 个问题：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相关收入和成本应计入当期损

益）；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交易的列报（规定成员企业存放于集团资金结算中心的资金等应列报为

“其他应收款”或另设报表项目单独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定履约成本应包括履行合同的增

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有关资金集中管理的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其余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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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财政部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4 号》 

财政部近日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4 号》，主要涉及会计科目的使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

会计处理以及合并报表等事项。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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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2 号》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2 号》，讨论了有关收入确认、研发支出、金融工

具、企业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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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布《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 2021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

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 2021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主要是强调和澄清了编制 2021 年年

报应予关注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重点技术问题，包括执行新收入准则和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会计处理、

资产减值、企业合并、合并财务报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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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2021 年 12 月） 

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费率管制活动 

 主财务报表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二轮综合复核 

 维护和一致应用： 

o 售后租回的租赁负债 

o 使用风电场的经济效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IFRS 16））— 议程决定确定终稿 

 第三轮议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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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21 年 11 月举行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会议，并发布一项新的临时议程

决定、确定一项议程决定的终稿及初步考虑提交一项新议程决定。 

临时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 当事人和代理人：软件经销商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112/t20211231_3779983.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112/t20211229_3779124.htm
http://www.csrc.gov.cn/csrc/c105942/c1661967/content.shtml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112/t20211229_3779103.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1/iasb-update-december-2021/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odcasts/2021/iasb-podcast-dec-2021.mp3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1/december/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1/12/ia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1/december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12 月   3 

     

 

 

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使用风电场的经济效益 

初步考虑 

《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 低排放车辆负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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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IC 最新资讯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议程及相关文件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写的详尽记录  

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有关针对银行的预期信贷损失（“ECL”）应用 IFRS 7 和 IFRS 9 的要求

的报告 

ESMA 发布一份报告，概述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IFRS 7）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IFRS 9）中与欧洲银行计量及披露 ECL 相关的原则和要求；并就如何改善这些要求的合规程度、可比

性和透明度提供建议。 

该报告着重关注下列领域： 

 ECL 披露的一般内容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评估  

 前瞻性信息  

 对损失准备变动的说明  

 信用风险敞口披露的透明度  

 ECL 敏感性披露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ESMA 网站的新闻稿。 

德勤刊物 
 

1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12 月 6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2 月 14 日 IFRS 聚焦 — 2021 年总结。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2021 年 12 月 15 日 IFRS 聚焦 — IASB 修订 IFRS 17 的过渡性规定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针对 ESG 报告的鉴证业务需求日益增加。IAASB 对此的具体回应。 

鉴于对提升可持续发展/ESG 报告的预期使用者信任度的鉴证业务需求日益增加，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

理事会（IAASB）在其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中批准针对可持续发展/ESG 报告鉴证的专门能力投入与

资源。进一步的详情可能会在 2022 年 3 月举行的 IAASB 会议中披露，并欢迎对此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

通过 IAASB 官方 YouTube 频道收听此类讨论。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KICPA 就 ESG 鉴证开展研究 

为了解香港 ESG 鉴证的现状并适逢最佳企业管治及 ESG 大奖颁发之际，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对年末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所有香港上市公司的 ESG 报告开展研究。HKICPA 发现，在研究涵盖

的近 1900 家公司当中，仅有不足 5%的报告获得外部鉴证，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为有限范围鉴证。在市

值较高的公司中，这一数字上升至约 20%。请阅读报告全文以了解有关发现和其他观察结果的进一步详

情。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1/ifric-update-november-2021/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1/november/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21/november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publishes-report-expected-credit-loss-disclosures-bank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1/nov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closing-ou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FRS%20in%20Focus%20-%20Closing%20Out%202021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ifrs-17-amendments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1-12/demand-assurance-engagements-sustainability-and-esg-reporting-high-here-how-iaasb-responding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Document/APD/BCGESGA/2021_ESG_Assurance_Research.pdf?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420b9a3963ca478590502490248e46c0&esid=41d132b2-7256-ec11-b81a-0050568d4f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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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三项修订后的审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 

财政部近日发布修订后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1 号——审计特殊目的财务报表的特殊考

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3 号——审计单一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特定要素的特殊考

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4 号——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等 3 项审计准则，

中注协随后发布了这 3 项审计准则的应用指南。修订的主要内容为：修订与财务报表有关的定义，强调

财务报表包括披露；按照新审计报告准则的理念，规范了注册会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其他信息、披露项目合伙人姓名等的责任；修订了相关业务报告的要素，以增强报告

的可读性，并提供参考格式；增加有关示例，并强化对实务的指导。请点击这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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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注协发布修订后的 5 项行业监管工作制度 

中注协近日发布修订后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惩戒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诉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质

量检查人员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监管工作规程》等 5 项行业监管工作制度。主要修订内容

包括：强化自律监管，加大追责力度；完善惩戒、申诉的程序和决定机制；改进惩戒和申诉委员会作出

决定的方式；优化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完善检查人员的来源要求、培训要求和考核及日常管理要求；

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增加监管手段、加大监管力度、拓展监管功能等。请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刊载于中

注协网站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中注协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 

中注协近日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要求会

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中，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要求，完善质量控制体系；重点关注以

下审计风险较高的行业或公司：可能触发退市条件的上市公司，境外业务占比较高的上市公司、互联网

行业、金融行业，可能存在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上市公司；重点关注以下高风险审计领域：

货币资金，收入，租赁相关业务，资产减值，在建工程。请点击这里阅读刊载于中注协网站的上述文

件。 

 

国际 

聚焦于技术的新常见问答(FAQ)现可供使用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的技术工作组发布非权威性支持材料，以协助审计师了解在

使用自动化工具和技术时如何按照《国际审计准则第 300 号——计划财务报表审计》计划审计工作。您

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对审计和鉴证技术公告及通函作出更新 

为符合 HKSRS 4400 (修订版) 并与 2020 年 IAASB 手册保持一致，HKICPA 修订了特定的审计和鉴证技

术公告（AATB）（包括 AATB 1 (修订版)，AATB 2 (修订版) 和 AATB 4）及通函（包括与《私营骨灰安

置所条例》相关的报告、呈递语言基金受款学校/机构的报告、呈递优质教育基金受款学校/机构的报

告、《律师(专业弥偿)规则》 第 8 条的总费用收入报告、楼宇业主立案法团财务报表的审计和学校的审

计报告）。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112/t20211216_63077.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112/t20211221_63266.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112/t20211231_63314.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112/t20211231_63315.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news/202112/t20211231_63317.html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non-authoritative-support-material-using-automated-tools-and-techniques-audit-planning
https://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tandards/Our-views/Technical-bulletins-and-circulars/Auditing-Bulletins-and-Circulars?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6e191e1030854c128c4780e7ed7ac7b9&esid=459172c1-4461-ec11-b81a-0050568d4f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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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修订有关公开发行债券申请文件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4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2021 年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落实债券发行注册制，简化对申请文件的要求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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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资委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中央企业财务决算管理及报表编制工作的通知》（“《央企年报通知》”） 

国资委近日发布《央企年报通知》，对中央企业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的内容、格式等作出了规定。 

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发布关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咨询意见总结 

联交所建议引入新规则，在香港设立全新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上市机制，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关键的修订建议如下： 

 机构专业投资者人数从 30 名下调为至少 20 名。

 规定 SPAC 的董事会须至少有两人为第 6 类或第 9 类证监会持牌人（包括一名代表持牌 SPAC 发起

人的董事）。

 加强独立上市后私募投资的规定，对 SPAC 并购交易的条款及估值作更严格的监管审查。

 整体权证上限增至 50%， 且须更明确披露所有权证的摊薄影响。股份权证比率不设上限，发起人权

证摊薄亦不设上限。

请参阅新闻稿以了解更多详情。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1661985/content.shtml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1217news?sc_lang=zh-cn&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6e191e1030854c128c4780e7ed7ac7b9&esid=459172c1-4461-ec11-b81a-0050568d4f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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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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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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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10 8520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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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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