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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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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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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pppkjclyyal/202108/t20210810_3744013.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pppkjclyyal/202108/t20210810_3744014.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pppkjclyyal/202108/t20210810_3744016.htm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1/july
https://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tandards/New-and-major-standards/New-and-Major-Standards/Presentation-and-Disclosures-of-Financial-Statements?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0f79bcc372a64360a8e143a02e2bda8e&esid=aed24d95-f609-ec11-b818-0050568d4f85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630395831498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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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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exposure-draft-proposed-international-standard-auditing-financial-statements-less-complex-entities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3_Our-views/TB_-Cir/Auditing/21aatb0506/aatb6_2108.pdf?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71448a37c7fb41dabead13482a2120ed&esid=4beba631-c8f5-eb11-b818-0050568d4f85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3_Our-views/TB_-Cir/Auditing/21aatb0506/aatb5_2108.pdf?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5edfd2b54537ea11b8100050568d1b3e-71448a37c7fb41dabead13482a2120ed&esid=4beba631-c8f5-eb11-b818-0050568d4f8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23/content_5632714.htm
http://www.cicpa.org.cn/xxfb/news/202108/t20210823_62834.html
http://www.cicpa.org.cn/xxfb/news/202108/t20210823_62833.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108/t20210827_404294.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zqznlc/c/c_20210813_5543885.shtml
https://www.frc.org.hk/en-us/FRC_PressRelease/FRC_completes_second_investigation_MoU_MoF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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