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8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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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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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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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向承租方收取水电

费的会计处理，并购交易中业绩补偿款的确认时点，取得不构成业务的一组净资产时的会计处理，将签

订了长期服务合同的物业子公司控制权对外转让并约定较长的业绩承诺期时的会计处理，对包含多个补

偿项目的整体搬迁补偿款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有关议程咨询结果的简短视频 

IASB 于 7 月 29 日通过发布反馈声明结束其第三轮议程咨询。在 8 月发布的视频中，IASB 主席

Andreas Barckow 探讨了 IASB 基于议程咨询结果作出相关决定的原因，以及 IASB 如何回应不同利益

相关方提供的广泛反馈。请点击观看刊载于 Youtube 的视频。  

德勤刊物 

8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8 月 10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7 月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与价值报告基金会("VRF")完成合并 

VRF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合并现已完成。VRF 成立于 2021 年 6 月并由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和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理事会(“SASB”)合并而成。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合并将通过 SASB 准则

和综合报告框架基于行业的方法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工作提供依据。此项合并旨在实现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目标——完成领先的以投资者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披露组织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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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就审计师报告中持续经营事项的报告发布新常见问题 

IAASB 发布一份非权威性刊物，以应对审计师报告中与持续经营事项的报告相关的某些常见问题。具体

而言，该刊物着重阐述了按照国际审计准则编制的审计师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和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与强调事项段的使用及相互关系。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yDQAueMQ8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july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8/ifrs-foundation-completes-consolidation-with-value-reporting-foundation/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reporting-going-concern-matters-auditor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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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强化收支管理和

资产管理，准确实施会计核算，依法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聘机制等作出

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修订八个行业的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财政部近日发布修订后的八个行业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主要修订内容涉及预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

理和财务报告等事项。您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

 中小学校财务制度

 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文化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文物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广播电视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体育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2021 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 

中国证监会抽样审阅了 682 家上市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并基于审阅结果于近日发布《2021 年上市

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报告中主要提及以下问题：收入确认和计量不恰当、金融工具分类与后续计

量不准确、或有对价确认和计量不合理、债务重组损益确认时点不恰当、商誉减值测试不恰当、集团财

务公司存款列报不正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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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修订《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和《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报表编制与报送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经修订的《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和《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报表编制与报

送指引》，主要是对文字表述的修订，以与近年发布的新法规保持一致。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中

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2021 年度证券审计市场分析报告》 

中国证监会近日在其 2022 年第 6 期《会计监管工作通讯》中，刊载了《2021 年度证券审计市场分析报

告》，其中包括对年报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和 IPO 审计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香港 

财务汇报局与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签署修订监督安排协议声明，以反映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

局”）更广泛之监督权力 

会计专业规管制度进一步改革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生效后，修订后的监督安排协议声明涵盖了会财局

监督 HKICPA 履行法定职能方面的更广泛责任。届时，会财局将监督 HKICPA 以下的法定职能： 

i. 藉举办考试以确定某些人士是否合资格注册成为会计师("CPA")；

ii. 处理关乎会计师注册的事宜；

iii. 安排会计师资格的相互或交互认可；

iv. 就会计师的持续专业进修("CPD")设定要求；

v. 发出或指明会计师的专业道德标准，会计师的会计、核数及核证执业准则；以及

vi. 就合资格注册成为会计师及会计师的持续专业进修提供培训。

有关详情请点击这里查阅新闻稿及点击这里查阅修订协议声明。

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cwjx/202208/t20220802_3831380.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7/t20220729_3830852.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08_3832528.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18_3834563.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12_3833666.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12_3833603.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12_3833604.htm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8/t20220812_3833605.htm
http://nys.mof.gov.cn/czpjZhengCeFaBu_2_2/202207/t20220729_3830994.htm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5543866/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3/c5359211/5359211/files/%E9%99%84%E4%BB%B61.1%EF%BC%9A%E4%B8%AD%E5%9B%BD%E8%AF%81%E7%9B%91%E4%BC%9A%E5%86%B3%E5%AE%9A%E4%BF%AE%E6%94%B9%E7%9A%84%E8%A7%84%E7%AB%A0.pdf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5359506/5359506/files/%E9%99%84%E4%BB%B61.1%EF%BC%9A%E4%B8%AD%E5%9B%BD%E8%AF%81%E7%9B%91%E4%BC%9A%E5%86%B3%E5%AE%9A%E4%BF%AE%E6%94%B9%E7%9A%84%E8%A7%84%E8%8C%83%E6%80%A7%E6%96%87%E4%BB%B6.pdf
https://www.frc.org.hk/zh-cn/news-events/news/news-article?folder=FRC_HKICPA_Revised_SOP
https://www.frc.org.hk/en-us/Documents/legal/Revised_Statement_of_Protoco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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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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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遗漏承

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及遗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德勤是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

询、税务及相关服务。德勤透过遍及全球逾 150 个国家与地区的成员所网络及关联机构

（统称为“德勤组织”）为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中约 80%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敬请访

问 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德勤全球约 335,000 名专业人员致力成就不凡的

更多信息。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

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座

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

墨尔本、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德勤于 1917 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德勤品牌由此进入中国。如今，德勤中国为中国本地

和在华的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询

和税务服务。德勤中国持续致力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度及专业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

献。德勤中国是一家中国本土成立的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所拥有。敬请访

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了解德勤在中

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联机

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

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承

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讯

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德勤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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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audit.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consulting.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finance.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risk.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risk.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ervices/tax.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footerlinks/contact-us.html?icid=nextsteps_contact-us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footerlinks/contact-us.html?icid=nextsteps_contac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