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2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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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1 期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1 期。《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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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卖方信贷模式下的收
入确认，附带回售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财务担保
合同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讨论的主题如下：
 临时议程决定：低排放车辆负积分（《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IAS 37））
 议程决定确定终稿：第三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III）交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IFRS 9）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0 号》（IAS 20））
 培训课程：年金合同的利润确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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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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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2 月 3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1 月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财务汇报局（“财汇局”）成立可持续发展及气候行动工作小组（“SCATF”）
SCATF 旨在因应财务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全球发展，向财汇局董事局就应考虑的策略行动提供高层次建
议，当中应包括为财汇局制定与《香港气候行动蓝图 2050》一致的气候变化行动蓝图。请点击查阅刊
载于财汇局网站的新闻稿。

审计
国际
针对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管理的新实施指引现已发布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发布《国际审计准则第 220 号——财务报表审计的质量管理》（ISA 220）
的首次实施指引。该指引将协助利益相关方了解该项准则并按照预期适当地实施有关要求。您可点击这
里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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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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对境内交易所上市公司到
境外交易所发行存托凭证、境外交易所上市公司到境内交易所发行存托凭证作出规定，包括发行申请条
件、招股书信息披露、上市后的信息披露等。对于财务和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作出了如下规定：
 对于采用财政部认定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的会计准则（“等效会计准则”）的境外发行人，豁
免披露所使用会计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差异信息，可以采用根据等效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
据计算财务指标。
 采用其他会计准则的境外发行人，需补充披露所使用会计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重要差异及按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整的差异调节信息。
 允许会计师事务所按境外上市地规则对境外发行人内部控制出具鉴证意见。
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为境内证券交易所主板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外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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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修订债券募集说明书参考文本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 1 号——募集说明书（参考文本）
（2022 年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细化财务会计信息中企业有息债务的披露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
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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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管指引第 1 号——筹备发行上市》：对新三板挂牌公
司筹备到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和内部审议程序等提供指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2 号——提供担保》：对新三板挂牌公司提
供担保的信息披露和内部审议程序等提供指引；
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获取上述文件。

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更新有关刊发业绩公告的联合声明的常问问题
鉴于近期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激增以及最近香港公布与疫情大流行相关的措施，联交所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更新了常问问题。就会否给予刊发初步业绩时间宽限的问题（即发行人可刊发未与其核数师议
定的业绩公告），联交所将按个别及当时的情况继续对财政年度结束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之后的发行
人采取联合声明中所述的类似做法。联交所诚邀所有受近期公布与疫情大流行相关的措施而影响其审计
工作的发行人尽早与他们讨论其情况。请点击查阅更新后的常问问题。更多详情亦可参考联交所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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