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5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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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 5 个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5 个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涉及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可行权条件、对控股股东
参与的处理等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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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发布对 IAS 12 的修订
IASB发布《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对<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IAS 12）的
修订）》。有关修订对IAS 12规定的初始确认豁免引入一项例外情况。运用此例外情况，主体对于产生
相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交易不应用初始确认豁免（例如，在确认租赁负债和相应
的使用权资产时）。有关修订对自2023年1月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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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 Plus 的《IFRS 聚焦》简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两项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涵盖因实际利率导致的现金流量可变性的套期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涵盖主体归属特定设定受益计划的福利的服务期间
德勤刊物
5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5 月 4 日

IFRS 聚焦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建议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章程》
以增设一个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5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7 日

IFRS 聚焦 — IASB 就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修订 IAS 12

2021 年 5 月 17 日

洞察 —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公司治理
美国证监会（SEC）现已：
 发布关于复核气候相关披露的声明，并拟加大其对上市公司报备中气候相关披露的关注
 宣布成立气候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专项工作组，以制定相关举措从而主动识别与 ESG
相关的不当行为
 发布意见征询声明，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行披露能否为投资者提供充分信息征询投资者、注册人
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同时参见德勤相关的《提示》简讯 ）
 在其网站上推出一个新页面，汇总有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事项（包括气候变化）的 SEC 最新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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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更新后的活动框架以就相关活动的选择和优先重点提供指引
IAASB 发布新活动框架，阐述了 IAASB 有关推进准则制定及其他相关活动的运作流程与程序。IAASB 已
制定相关框架以支持除经正式批准的应循程序之外更灵活的准则制定流程，并提升有关 IAASB 优先重点
活动的公开透明度。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发布修订后的 2020-2021 年详细工作计划表
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对理事会运作及利益相关方实施新准则并参与 IAASB 应循程序的能力造成的持续影
响，IAASB 发布修订后的详细工作计划以取代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发布的工作计划。您可点击这里了解
更多详情。

协作塑造 IAASB 的未来工作
IAASB 发布有关其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的调查，旨在协助 IAASB 通过了解对利益相关方重要的事项
来制定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调查截止期为 2021 年 8 月 5 日。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关于致力确保审计质量的提示公告
HKICPA 发布一项提示公告，阐述了专业会计师在实务中须关注的下列重要主题事项的最新资讯：
• 审计的目的和价值
• 新冠病毒疫情对审计的影响
• 质量鉴证部 2020 年报告
• 确保审计质量
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制度的指导
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制度的指导意见》, 对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有关挂牌企业主动终止挂牌、强制终止挂牌以及终止挂牌后的后续监管
安排等事项的规则提出了要求。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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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发布的文件
新三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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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对挂牌公司主动终止挂牌和强制
终止挂牌的条件及后续安排等作出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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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及撤回终止挂牌业务指南》：对挂牌公司
主动终止挂牌的申请程序和申请文件及撤回申请的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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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指引——融资担保公司》：对融资担保行业新三板
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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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交易所刊发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所作出总结以加强及提升香港资本市场的质素及持正操作。将实施的《上市规则》修订连同香
港交易所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所采取的方针（请参阅与咨询总结同一日刊发的
联合声明（参见下文）），将有助处理监管关注的情况，并为投资者提供进一步的保障。主要变动汇总
如下。
《盈利规定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所采纳以下做法：
a) 将盈利规定调高 60%，并修订盈利分布规定（“修订后的盈利调高幅度”）；
b) 修订后的盈利调高幅度的实施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及
c) 按情况就个别申请人不用符合盈利分布授予宽限，灵活处理。
《纪律处分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所有关纪律处分权力及制裁的建议，将在按《纪律处分咨询总结》所述稍加修改后全面实施。
实施有关建议将扩大可作声誉制裁的范围，并确保可对更多个别人士作纪律处分，包括导致或明知而参
与违反《上市规则》的高级管理人员。《纪律处分咨询总结》所载的《上市规则》修订将于 2021 年 7
月 3 日实施及生效。
请点击查阅香港交易所通讯、《盈利规定咨询总结》及《纪律处分咨询总结》 。

香港交易所和证监会发布有关涉及首次公开招股的失当行为的联合声明
此联合声明阐述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针对在近期新上市的公司中留意到的某些监管事宜而采取的整体方
针，以及日后可如何运用它们在《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 证券上市规则》下各自的权
力处理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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