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9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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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相关业务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近日发布《律师事务所相关业务会计处理规定》，对律师事务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和在会计核算中
使用的会计科目及会计处理等作出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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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于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征求意见稿）》（“《15 号解释(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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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21 年 10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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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解释（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发布《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发布《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资管规定(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为资产管理产品主要交易的会计科目、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列报等。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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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规定（征求意见
稿）》。

财政部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4 号（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于近日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4 号（征求意见稿）》（“《4 号解释（征求意见
稿）》”），主要涉及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以及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与抵消事项
等。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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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解释（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公告瑞士境内注册发行人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
财政部于近日发布《关于中瑞会计准则等效的公告》，主要内容为：由于瑞士认可在其证券交易所交易
（含发行）证券的境外注册发行人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根据对等原则，财政部也认可瑞士境内注册
发行人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
公告。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2021 年 9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 2 项新的临时议程决定、确定 2 项议程决定的终稿、并就理事会项目
提出建议。
临时议程决定
• 《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 附带使用限制的活期存款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 通过电子转账收取现金作为金融资产的结
算
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针对租赁付款额的不可返还的增值税
• 《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列报》（IAS 32）— 初始确认时归类为负债的认股权证的会
计处理
其他事项
• 售后租回中的租赁负债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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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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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刊物
9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9 月 3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8 月

审计
中国大陆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北注协”）近日发布了《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1]
第 2 号——ESG 碳排放鉴证业务介绍》，概述了 ESG 碳排放鉴证业务的特征、鉴证工作范围、鉴证程
序、风险因素等事项，并提供了一份鉴证报告实例作为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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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
较不复杂主体审计的咨询：有关审计师报告的补充指引和对照文件现已发布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与较不复杂主体审计的公开咨询相关的新文件（包括有
关审计师报告的建议补充指引和“对照”文件）。IAASB 强烈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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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ASB 发布 2020 年手册
IAASB 发布《2020 年国际质量控制、审计、审阅、其他鉴证及相关服务公告手册》。该手册可从
IAASB 网站下载。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国际质量管理准则第 1 号》的首次实施指引现已更新并重新发布
IAASB 针对此前于 2021 年 6 月 14 日发布的《国际质量管理准则第 1 号—— 实施财务报表审计或审
阅、或其他鉴证或相关服务项目的事务所的质量管理》（“ISQM 1”）的首次实施指引发布更新版。所
作的更新旨在回应 IAASB 收到的就原指引第 89 页的示例表格（阐述了与事务所质量管理系统的评价相
关的若干情景以及根据 ISQM 1 第 54 段可能得出的相关结论）提出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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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试点范围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扩大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试点范围的公告》，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红筹企业，
纳入试点范围。同时规定：具有国家重大战略意义的红筹企业申请纳入试点，不受前述行业限制。您可
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公告。

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辅导监管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辅导监管规定》，对保荐机构的辅导工作、证监会派出机构的辅导验收工作等作
出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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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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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刊发有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咨询文件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是一种空壳公司，上市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上市后一段预设期限内
收购目标公司（“SPAC 并购目标”）的业务（“SPAC 并购交易”）。
咨询文件的主要建议如下：
进行 SPAC 并购交易前的建议
 投资者的资格：SPAC 证券将仅限专业投资者认购和买卖。进行 SPAC 并购交易后买卖继承公司的
股份将不受此限；
 SPAC 发起人：SPAC 发起人须符合适合性及资格规定，而 SPAC 必须有至少一名 SPAC 发起人为
证监会持牌公司并持有至少 10%发起人股份；
 摊薄上限：发起人股份建议以首次公开发售日期的所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0%为限；另外亦建议行
使权证所造成的摊薄比率同样限于 30%；及
 集资规模：SPAC 预期从首次公开发售筹集的资金须至少达 10 亿元。
有关 SPAC 并购交易的建议
 应用新上市规定：继承公司须符合所有新上市规定，包括最低市值规定及财务资格测试；
 独立第三方投资：这项为强制性规定，独立第三方投资须占继承公司预期市值的至少 15%至 25%，
以验证继承公司的估值；
 股东投票表决：SPAC 并购交易须经 SPAC 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批准作实，但不包括 SPAC 发起人及
其他拥有重大权益的股东；及
 股份赎回选项：在下列情况发生前，SPAC 必须先给予股东赎回股份的选项：进行 SPAC 并购交易
SPAC 发起人有变动、以及物色合适的 SPAC 并购目标的期限延长。
清盘及除牌
 向股东退还资金：如果 SPAC 未能在 24 个月内公布 SPAC 并购交易，或未能在 36 个月内完成
SPAC 并购交易，SPAC 必须清盘并将筹得的所有款项，和另加应计利息退还给股东。随后联交所会
将 SPAC 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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