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6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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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会计核算办法》 

财政部近日发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会计核算办法》，对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业务活动

的会计处理及报表编制等事项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

件，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财政部发布《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适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对企业

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以及缴回的已退还的留抵退税款项的会计处理作出规

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 5 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财政部近日发布 5 项企业会计准则适用问答，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中简化

处理办法的适用范围（这里）、合并财务报表（这里）、 政府补助（这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业务

相关现金流量的列报（这里和这里）等。 

中国期货业协会（“中期协”）发布《期货公司财务处理实施细则》 

中期协近日发布《期货公司财务处理实施细则》，对期货公司在会计核算中应使用的会计科目等提供指

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期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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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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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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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价格点价销售的收入

确认问题，股份支付费用中期分摊确认问题，少数股东持有卖出期权的会计处理，理财产品现金流量表

列报问题和对外投资形成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认定问题。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22 年 6 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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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权益法； 

 主财务报表；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二轮综合复核； 

 披露项目 — 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披露； 

 涉及契约的非流动负债；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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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及相关议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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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详细会议汇总。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206/t20220622_3819920.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jiedu/202206/t20220622_3819921.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jiedu/202206/t20220623_3820727.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zlzzsswd/202205/t20220527_3813704.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hbcwbbzzsswd/202206/t20220621_3819698.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zfbzzzsswd/202206/t20220621_3819697.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xjllbzzsswd/202206/t20220621_3819699.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xqykjzzsswd/202206/t20220621_3819702.htm
http://www.cfachina.org/governmentrules/selfdisciplinerules/businessspecificationclass/202206/t20220615_28002.htm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june-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june/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06/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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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完成 IFRS 10-12 的实施后复核 

IASB 已完成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务报表》（IFRS 10）、《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IFRS 11）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IFRS 

12）的实施后复核。IASB 发布了一份项目报告和反馈声明，阐明上述准则能够实现预期目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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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稿；

• 项目报告和反馈声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2022 年 6 月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了 1 项新的临时议程决定，确定了 4 项议程决定的终稿，并考虑了 1

项新提交的议程决定。 

临时议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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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币种保险合同组别。

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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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 低排放车辆负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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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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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考虑

 《国际会计准则第 21 号——汇率变动的影响》（IAS 21）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9 号——恶性通货

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IAS 29）– 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母公司对非恶性通货膨胀子公司的合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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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文件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写的会议汇总。

更新后的 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德勤全球近期发布了下述更新后的 2022 年核对表： 

 2022 年 IAS 34 遵循性核对表

 2022 年 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IAS 34 遵循性核对表汇总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中期财务报

告》（IAS 34）的要求。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涵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 IFRS 准则

的确认、计量以及列报和披露要求。请点击下述链接下载：

 2022 年 IAS 34 遵循性核对表

 2022 年 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德勤刊物 

6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6 月 2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6 月 10 日 2022 年 IFRS 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2022 年 6 月 10 日 2022 年 IAS 34 遵循性核对表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6/post-implementation-review-of-ifrs-10-ifrs-11-and-ifrs-12-conclusion/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pir-10-11-12/pir-ifrs10-12-fbs-june2022.pdf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2/ifric-update-june-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june/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22/june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2/ias-34-checklis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2/ifrs-checklis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ma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2/ifrs-checklis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2/ias-34-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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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发布可持续发展准则初稿的结论基础 

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针对其 4 月发布的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初稿发布一套

结论基础。请点击通过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新闻稿查阅该套结论基础。 

平衡国际可持续发展鉴证准则的紧迫性和有效性 

IAASB 发布一篇文章，探讨了针对 ESG 鉴证的新准则拟实施的下一步工作，并阐述了全球范围内有关

编制作为公司报告关键要素的可靠、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愿望日益强烈，导致在此关键时刻提出

新要求并形成更高的期望。除现行得到有效应用及被广为接受的以原则为导向的主题特定准则和指引之

外，IAASB 致力于领导该项工作以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定制”鉴证准则，并且对于就确保高质量鉴证

产生最大影响的准则，正逐步识别这些准则所依据的特定方法以支持可靠的可持续发展报告。IAASB 预

期需要采用分阶段方法制定可持续发展鉴证准则，并将向利益相关方通报最新进展。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修订《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结题审计指引》 

中注协近日发布修订后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结题审计指引》，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课题）结题审计的业务承接、审计程序、工作底稿、审计报告等作出规定，并附有业务约定书、审计

报告的参考格式。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数字化技术市场审视分析：自然语言处理 

IAASB 颠覆性技术团队发布第 4 份市场审视分析，探讨了自然语言处理（一项在获取信息和数据以及评

估内部控制中应用的技术）。此项技术很可能对众多审计领域造成影响、改进审计师的工作方式、并提

供形成更深入洞察的机会。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 

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

入管理流程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实现资产组合及运营的碳中和，并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

露制度，必要时可以聘请合格、独立的第三方，对履行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的活动进行鉴证、评估或

审计。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7 号—医疗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7 号—医疗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

上市标准》，对医疗器械企业如何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规定

的第 5 套上市标准（即：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40 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市场空间大，具备明显技术

优势等）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https://www.efrag.org/News/Public-361/EFRAG-issues-the-set-of-Basis-for-conclusions-of-its-ESRS-Exposure-Drafts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2FiZWRmYTEyYmM5NGRmODliMTFiNTViOTZkZGIzZGMiLCJycSI6IjAyLWIyMjE2Ni04ZmY2MjBkNzkwOWE0YjNjYTE1YjM3NjY4OTIwMGY1OS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g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3d3dy5pZmFjLm9yZy9rbm93bGVkZ2UtZ2F0ZXdheS9zdXBwb3J0aW5nLWludGVybmF0aW9uYWwtc3RhbmRhcmRzL2Rpc2N1c3Npb24vYmFsYW5jaW5nLXVyZ2VuY3ktYW5kLWVmZmVjdGl2ZW5lc3MtaW50ZXJuYXRpb25hbC1zdXN0YWluYWJpbGl0eS1hc3N1cmFuY2Utc3RhbmRhcmRzP19jbGRlZT1QZ1FhZHNPQXJabTREMTVLVmZjMjNaQXJkaUJ0WVl4VlEteDVranVLZk5iRFpHY0NyYVc0YUMzZjFOdUtRS3ZXJnJlY2lwaWVudGlkPW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2FiZWRmYTEyYmM5NGRmODliMTFiNTViOTZkZGIzZGMmZXNpZD1lZjY3NWIwZS1mMGVhLWVjMTEtYjgxZC0wMDUwNTY4ZDRmODUifQ/Y9DapOAQvtpim_HzO-OGFA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2FiZWRmYTEyYmM5NGRmODliMTFiNTViOTZkZGIzZGMiLCJycSI6IjAyLWIyMjE2Ni04ZmY2MjBkNzkwOWE0YjNjYTE1YjM3NjY4OTIwMGY1OS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k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2Vpcy5pbnRlcm5hdGlvbmFsLXN0YW5kYXJkcy5vcmcvP19jbGRlZT1QZ1FhZHNPQXJabTREMTVLVmZjMjNaQXJkaUJ0WVl4VlEteDVranVLZk5iRFpHY0NyYVc0YUMzZjFOdUtRS3ZXJnJlY2lwaWVudGlkPW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2FiZWRmYTEyYmM5NGRmODliMTFiNTViOTZkZGIzZGMmZXNpZD1lZjY3NWIwZS1mMGVhLWVjMTEtYjgxZC0wMDUwNTY4ZDRmODUifQ/0-KAh6D2TBTCKrUzncHqUQ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2FiZWRmYTEyYmM5NGRmODliMTFiNTViOTZkZGIzZGMiLCJycSI6IjAyLWIyMjE2Ni04ZmY2MjBkNzkwOWE0YjNjYTE1YjM3NjY4OTIwMGY1OS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EwIiwidW4iOiIiLCJ1IjoiaHR0cHM6Ly93d3cuaWFhc2Iub3JnL2ZvY3VzLWFyZWFzL3N1c3RhaW5hYmlsaXR5LWFzc3VyYW5jZT9fY2xkZWU9UGdRYWRzT0FyWm00RDE1S1ZmYzIzWkFyZGlCdFlZeFZRLXg1a2p1S2ZOYkRaR2NDcmFXNGFDM2YxTnVLUUt2VyZyZWNpcGllbnRpZD1jb250YWN0LWRiN2M2MzEzMDNhNmVjMTFiODFjMDA1MDU2OGQxYjNlLWNhYmVkZmExMmJjOTRkZjg5YjExYjU1Yjk2ZGRiM2RjJmVzaWQ9ZWY2NzViMGUtZjBlYS1lYzExLWI4MWQtMDA1MDU2OGQ0Zjg1In0/yDJ12nmdMJCvKkoeGv66lw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06/t20220629_63563.html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2-06/iaasb-digital-technology-market-scan-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54663&itemId=928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tar/review/c/c_20220610_57034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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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财务汇报局年度查察报告 

香港财务汇报局发布 2021 年年度查察报告，展示了于 2021 年完成的上市主体项目查察的全年结果。

查察报告为会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改进提供精辟见解和重要建议。 

2021 年年度查察报告中项目查察的重点包括： 

1. 整体审计质素较 2020 年的查察结果按年改善。

2. 于 2021 年，审计师在抱持适当专业怀疑态度方面有明显改善。

3. 于 2021 年，审计师在评估管理层对收入及预期信用损失的会计准则应用方面的工作有所恶化。审计

师需尽快及认真改进其于这两范畴的工作。

请点击查阅相关新闻稿和 2021 年年度查察报告了解有关详情。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发布两项上市决策 

 LD 137-2022 联交所信纳甲公司有特殊情况可根据《上市规则》第 7.27B 条进行其建议股份发行

 LD 136-2022 联交所裁定建议收购事项为反收购行动

https://www.frc.org.hk/en-us/FRC_PressRelease/FRC_Press%20Release_Consultation%20Conclusions%20and%20Annual%20Inspection%20Report_SC.pdf
https://www.frc.org.hk/en-us/Documents/2021%20Annual%20Inspection%20Report_CN%20(T).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542_VER23124.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541_VER231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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