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3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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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 4 项新的临时议程决定，确定 1 项议程决定的终稿，并讨论了 1 项其
他事项。
临时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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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号——金融工具》（IFRS 9）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IFRS 16）– 出租人对租赁付款额的减免
 《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列报》（IA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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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收购时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
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 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所产生的具有使用限制的
活期存款
其他事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租赁付款额
的减免 – 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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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3 月 3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2 月

2022 年 3 月 17 日

IFRS 聚焦 —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相关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

2022 年 3 月 25 日

洞察 — 投资者要求就气候变化提供符合《巴黎协定》的公司报告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2021 年总结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
HKICPA 发布《2021 年总结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刊物，强调了编制截至 2021 年 12 月财务报表的主
体的关键会计考虑事项。该刊物探讨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生效的新颁布和经修订的香港财务报
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2021 年发布的与香港主体有关的议程决定、新冠病毒疫情相关
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以及气候相关报告。该刊物所强调的考虑事项对截止于 2021 年 12 月之后的财年
也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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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ISSB 就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般要求和气候相关披露发布首两份征求意见稿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建议确立针对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披露的全球基准，并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启动针对最先制定的两项建议准则的咨询：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1 号—可持续发展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IFRS S1）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2 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
该两份征求意见稿以技术筹备工作组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专责小组的建议所制定的
蓝本为基础。上述两项准则将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在首次采用的期间列报比较信息。征求意见稿并未
建议具体的生效日期；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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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IFRS S1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IFRS S2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大致汇总有关要求的《概览》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 iGAAP 聚焦简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计划协调统一其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已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声明其各自的准则制定理事会—
—ISSB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GSSB”）将寻求协调其工作计划和准则制定活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基金会和 GRI 将通过协同合作提供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两大“重心” ——首个重心为 ISSB
制定的 IFRS 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代表以投资者为导向的资本市场准则），第二重心为 GSSB 制定的
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与第一重心相兼容并旨在满足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

美国证监会（“SEC”）建议制定气候相关披露要求
SEC 发布题为“加强并规范针对投资者的气候相关披露”的建议规则。建议的规则将要求 SEC 注册人
在其注册陈述书和定期报告中纳入特定的气候相关披露（包括关于合理认为可能对其业务、经营成果或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气候相关风险的信息），并在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附注中包括特定的气候相关
财务报表衡量指标。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刊载于 SEC 网站的新闻稿
 刊载于 SEC 网站的成果清单
 刊载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网站的 IFAC 声明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前瞻简讯

审计
香港
HKICPA 就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审计及审计师影响的最新进展发布提示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一项提示，强调审计师应予考虑的、自疫情爆发以来 HKICPA 及其他
机构先前发布的多份刊物所包含的关键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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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有效性的通知》（“《内控通知》”）
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内控通知》，将 7 个事项列为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重点领域：资金资产活动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收入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成本
费用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投资活动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关联交易相关舞弊和错报
的风险与控制，重要风险业务和重大风险事件相关的风险与控制，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风险与控制。
《内控通知》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重点关注上述 7 个领域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分别发布有关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
托凭证上市交易的规定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深交所近
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分别对境外交易所
上市公司的存托凭证到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作出规定，包括上市条件、申请文件、后续信息披露等。您
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有关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监管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深交所近日
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分别对上市公司发生破
产重整时的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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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近期发布了关于修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临时公告格式模板》的通知，该文件修订了新
三板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模板，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格式模板。您可以点击这里获取上述文
件。

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 2021 上市委员会报告
此报告载述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工作，并摘录上市委员会年内处理的事
宜。2021 年，上市委员会审理了 119 份上市申请（较前一年减少 21%），并对 18 宗复核及 29 宗纪律
个案进行聆讯。上市委员会属下的小组委员会亦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事宜、检讨
GEM、企业管治/环境、社会及管治（ESG）事宜、上市发行人股份计划以及《上市规则》有关建簿及
配售的修订。年内联交所刊发了四份新指引信、两项新上市决策、六份咨询文件及五份咨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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