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8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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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 项目合同社会资本方会计处理实施问答和应用案例
财政部于近日发布 PPP 项目合同社会资本方会计处理（《PPP 规定》）的实施问答（11 个）和应用案
例（3 个）。这些实施问答讨论了有关《PPP 规定》适用范围、会计处理、披露等方面的问题。3 个应
用案例以示例方式分别对金融资产模式、无形资产模式、混合模式作了说明。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
部网站刊载的本次以及此前发布的实施问答。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
3 个应用案例。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1 年第 4 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会计监管动态》）
2021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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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播映权的收入确认，应收供应商款项的会计处理，已进入资本化阶段的研发项目终止时
的会计处理，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合同资产与合同负债的列报，企业合并中原控股股东向标的公司业
绩补偿的会计处理，企业合并中因疫情影响修改业绩承诺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德勤刊物
8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8 月 5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7 月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新网页：财务报表列报和披露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推出一个新网页，包含针对下述项目的与财务报表列报和披露相关的公
告、指引和文章：
 主财务报表；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 2 号——作出重要性判断》；
 会计政策的披露；及
 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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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对现金流量表、资产
减值、企业合并、内部控制审计等事项的 16 个问题提供指引。该等指引具备相对较低的权威性。您可
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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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就较不复杂主体审计的咨询发布新的广泛活动计划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IAASB" )发布有针对性的广泛活动计划，以持续推动就较不复杂主体财务
报表审计建议的新准则开展的公众咨询的参与度并征询反馈意见。该计划详述了 IAASB 通过圆桌会议、
简报及其他相关活动促进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提供反馈的重点工作。鼓励所有有意向的利益相关方在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就建议的准则提供反馈意见。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布 AATB 6“针对长式外部报告鉴证项目应用 HKSAE 3000（修订版）的非权威性指引”及修
订后的 AATB 5“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鉴证报告”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和 IAASB 制定的指引趋同的 AATB 6“针对长式外部报告（EER）鉴证
项目应用 HKSAE 3000（修订版）的非权威性指引”， 涵盖 EER 鉴证的广泛适用范围，包括所编制的超
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要求的信息。此外，HKICPA 修订了 AATB 5“环
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鉴证报告”，有针对性地涵盖香港的 ESG 报告环境以及遵循香港交易所的
要求编制的 ESG 信息。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有关 AATB 6 的更多详情以及点击这里了解有关修订后的
AATB 5 的更多详情。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
见》（“《意见》”），从依法整治财务审计秩序、强化行业日常管理、优化执业环境和能力等三方面
提出 12 项主要任务。请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意见》，请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中注协”）网站发布的中注协和财政部就《意见》接受记者采访的新闻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抽样审阅了 869 家上市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2020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年报审阅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收入确认和计量
不恰当、金融资产分类不正确、资产减值估计不谨慎、合并报表范围判断不合理、预计负债与或有资产
抵销不恰当、债务重组损益确认时点不恰当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1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编制
（参考文本）》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1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编制（参考文本）》，为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编制提供模板。请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
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香港
财务汇报局根据与国家财政部监督评价局签订的审计监管合作备忘录取得审计底稿后完成的第二宗调查
财务汇报局（“财汇局”）采纳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一家上市实体的核数师未能察觉该上市实体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的综合财务报表中，出现与可供出售股权投资的减值评估有关的重大错报。
财汇局已将该调查报告转介香港会计师公会，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任何纪律处分。请点击这里了解有关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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