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1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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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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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二批政府会计实施问答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2 年第二批《政府会计实施问答》，涉及预付款项（4 个）、投资（3 个）、固定资

产（7 个）、无形资产（2 个）、公共基础设施（2 个）、应付职工薪酬（2 个）、净资产及预算结余

（3 个）、收入（3 个）、预算管理一体化（1 个）的会计处理。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

的《政府会计实施问答》。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会议（2022 年 11 月） 

讨论的主题如下：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实施后复核 — 分类和计量； 

• 动态风险管理； 

• 费率管制活动； 

• 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修订； 

• 商誉和减值； 

•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披露项目 — 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披露； 

• 国际税收改革 — 支柱二规则范例； 

• 供应商融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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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播的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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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详细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IFRS IC）会议（2022 年 11 月） 

讨论的主题如下： 

• 初步考虑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租赁的定义：替换权利；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会计准则的潜在年度改进； 

• 对 IASB 项目的建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IFRS 15）实施后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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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播的链接；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细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汇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议程决定汇编 — 第七卷》，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自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下述议程决定： 

•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收购时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 号——以股份

为基础的支付》（IFRS 2）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列报》（IAS 32））； 

• 出租人对租赁付款额的减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和《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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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组年金合同涵盖的承保范围的转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 

• 多币种保险合同组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1 号——汇率变动的影响》（IAS 21））； 

•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将社会公众股分类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

金融工具：列报》（IAS 32））； 

http://kjs.mof.gov.cn/zt/zfkjzz/sswd/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11/iasb-is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november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22/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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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排放车辆负积分（《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汇编。 

德勤刊物 
 

1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11 月 7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10 月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会议（2022 年 11 月） 

补充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的一般要求； 

• 气候相关披露 。 

定期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的一般要求和气候相关披露； 

• 当前和预期的财务影响及相关的信息； 

• 比较信息和更新后的估计； 

• 报告时间； 

• 战略和决策制定及气候相关目标；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持续发展披露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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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B 最新资讯（补充会议和定期会议）；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页面（补充会议和定期会议），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

件和录播的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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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详细会议汇总（补充会议和定期会议）。 

ISSB 公布新合作伙伴框架，CDP 拟将 ISSB 气候准则纳入其披露平台 

在第 27 届联合国缔约方大会（COP27）上，ISSB 主席 Emmanuel Faber 介绍了 ISSB 与 20 多个合作

伙伴组织订立的新合作伙伴框架。此外，CDP（原碳披露项目）和 ISSB 宣布，CDP 拟将即将发布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2 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的要求纳入其全球环境披露平台。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下述内容： 

• 合作伙伴框架详情； 

• 新闻稿。 

 

审计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有关 IAS 1 的修订如何影响国际审计准则的指引：重大会计政策信息

披露 

IAASB 发布新指引，以协助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因 IAASB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财务报表列报》

（IAS 1）作出的有限范围修订对国际审计准则造成的影响。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supporting-implementation/agenda-decisions/agenda-decision-compilations/compilation-of-agenda-decisions-vol-7-may2022-october2022.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october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2/supplementary-issb-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2/issb-update-nov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supplementary-meeting/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november/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11/iasb-is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2/november-supplementary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2/november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groups/issb/issb-partnership-framework.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1/cdp-to-incorporate-issb-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tandard-into-global-environmental-disclosure-platform/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amendments-ias-1-and-impact-isas-disclosure-material-accounting-policy-information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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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联合发布《关

于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

健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支持机制，发挥中央企业创新引领支撑作用，增强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合力。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合规监管有关

问题的通知》 

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加强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合规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一是推动金融租赁公司业务转型发展；二是强化构筑物作为租赁物的适格性监管；三是稳妥控

制相关业务规模；四是部署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规性专项现场检查；五是强化属地监管职责。您可以点

击这里阅读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香港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2022 年中期查察报告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发布 2022 年中期查察报告，内容包括（除其他事项外）(i) 迄今为止

在公众利益实体(PIE)项目中留意到的最重大发现，(ii) 对 2022 年末审计的关键提醒，(iii) 2023 年的潜在

查察重点范畴，及 (iv) 会财局对审计师在 2022 年末审计前实施妥善及即时地采取的行动的期望。您可

点击这里查阅报告全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 2022 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常规情况审阅 

联交所刊发其对发行人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披露常规情况的最新审阅结果，分析了 400 名财政年

度分别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2 年 3 月 31 日完结的发行人刊发的 ESG 报

告。审阅聚焦于 ESG 常规的以下方面：(i) 董事会对 ESG 事宜的管治；(ii) 气候变化；(iii) 社会事宜；及 

(iv) 汇报常规。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报告全文。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6414576/content.s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83316&itemId=928&generaltype=0
https://www.afrc.org.hk/zh-cn/Documents/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2022_Interim_Inspection_report_S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Reports-on-ESGPD/esgreport_202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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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

分所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 23号楼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2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

分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365号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317 3500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

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88号环球金融中心 43层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7 0978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

所    

大连市中山路 147 号森茂大厦 1503室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合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肥

分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 190号华邦 ICC写

字楼 A 座 1201单元 

邮政编码：230601 

电话：+86 (551) 65855927 

传真：+86 (551) 65855687 

济南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济南分所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6636号中海

广场 28层 2802、2803、2804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南京分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47 号国金中

心办公楼一期 40层 

邮政编码：210019 

电话：+ 86 (25) 5790 8880 

传真：+ 86 (25) 8691 8776 

上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外滩中心 30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武汉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武汉分所 

新世界国贸大厦Ⅰ座 49楼 01室 

邮政编码：430000 

电话：+86 (27) 8538 2222 

传真：+86 (27) 8526 7032 

杭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杭州分所 

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号赞成中心

东楼 1206-1210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 86 (571) 8972 7688 

传真：+ 86 (571) 8779 7915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华润大厦 9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苏州分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惠路 88号环球财富

广场 1幢 23楼  

邮政编码： 215021  

电话：+ 86 (512) 6289 1238 

传真：+ 86 (512) 6762 3338 / 67 

天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天津分所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3号世纪都会商

厦办公楼 45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2320 6699 

广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广州分所 

广州市珠江东路 28号越秀金融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 86 (20) 8396 9228 

传真：+ 86 (20) 3888 0575 

南昌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南昌分所 

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 129号 

联发广场写字楼 41层 08-09室 

电话：+ 86 (791) 8387 1177 

邮政编码：3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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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

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 30 个城市，现

有超过 2 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税务

与商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术

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

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 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 1978 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业精于勤 
"。德勤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不同，成就不凡"为宗

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

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可持续的世界而开拓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

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

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

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

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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