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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要闻 

IASB会议（2023年 2月）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23年 2月 20至 23日举行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动态风险管理； 

•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 费率管制活动； 

• 企业合并 – 披露，商誉和减值；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IFRS 9）的实施后复核 – 减值； 

• 供应商融资安排； 

• 缺乏可兑换性；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会计准则的年度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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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议后播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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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B会议（2023年 2月）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于 2023年 2月 16日举行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识别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指引来源及披露；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1号》（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2号》（IFRS 

S2）的生效日期； 

• 应循程序和投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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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议后播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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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asplus.com/en
https://www.deloitte.co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3/iasb-update-february-2023/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odcasts/2023/iasb-podcast-february-2023.mp3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3/february/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3/03/iasb-issb-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3/february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3/issb-update-february-2023/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odcasts/2023/issb-podcast-february-2023.mp3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3/february/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3/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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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2023年 2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于 2023年 2月 22日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 ISSB活动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咨询

委员会讨论了自上次听取最新进展以来实现的里程碑、ISSB工作计划中的项目以及关于 IFRS S1和 IFRS S2的最

新资讯。 

请点击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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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CG会议（2023年 2月） 

IFRS分类标准咨询小组（ITCG）于 2023年 2月 27至 28日举行了会议。讨论的主题如下： 

• IASB数字财务报告战略；  

• 主财务报表； 

• IFRS会计分类标准更新； 

• IFRS可持续发展披露分类标准； 

• 通用报告实务复核。 

请点击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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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2月 ASAF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于 2022年 12月 8至 9日举行的会计准则咨询论坛（ASAF）会议的会议汇总。 

讨论的主题如下： 

• 主财务报表； 

• 可变对价的会计处理；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号》（IFRS 15）的实施后复核； 

•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准备 – 折现率； 

• 权益法。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汇总。 

ISSB司法管辖区工作组 2022年 12月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了于 2022年 12月 12日举行的 ISSB司法管辖区工作组会议的会议汇总。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就 12月 ISSB会议上讨论的文件发表意见，并特别关注就公司报告其范围 3温室气体排放

量建议给予的豁免以及对议程工作重点进行的咨询。此外，与会者还讨论了司法管辖区工作组迈入 2023年所

持续发挥的作用。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汇总。 

IASB主席和 FASB主席的炉边谈话录播 

2022年 11月，I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会计评论》主办题为“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下的

会计处理”的学术会议。作为会议的一部分，美国财务会计基金会副主席Mary Barth主持了与 IASB主席

Andreas Barckow和 FASB主席 Rich Jones的炉边谈话。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Brightcove网站的炉边谈话录播。 

ISSB网络研讨会系列 

ISSB于 2023年 1月和 2月举办了一系列三场的网络研讨会，以展示公司如何通过运用企业和投资者已广泛使

用的工具着手实施按照 ISSB准则进行报告的基础工作、数据收集和流程。 

网络研讨会包括： 

• 第 1部分：更好的信息、更佳的决策 – 以投资者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披露简介； 

• 第 2部分：任何规模或阶段 – 着手开始气候披露； 

• 第 3部分：关联性和控制 – 通向投资者级别披露的道路 。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网络研讨会录播和相应的幻灯片。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3/february/ifrs-advisory-counci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3/february/ifrs-taxonomy-consultative-group/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meetings/2022/december/asaf/asaf-meeting-summary-december-2022.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meetings/2022/december/jwg/jwg-meeting-summary-12-dec-2022.pdf
https://players.brightcove.net/2205030511001/EiGqSigAf_default/index.html?videoId=631961493711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3/01/issb-corporate-reporting-webinar-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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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F寻求新成员加入 

全球财务报表编制人论坛（GPF）正寻求新成员加入，重点寻求具备技术和/或媒体领域经验的来自新兴经济体、北

美洲和南美洲的候选人。 

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3年 3月 31日。新成员任期自 2023年 6月 1日开始，为期两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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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CO、IESBA、IAASB和 FSB就 ISSB准则的进展发表意见 

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IOSCO）发布声明，就 ISSB关于进入其首套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的定稿阶

段的决定表示欢迎。 

在联合声明中，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和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重申了

IOSCO的支持声明，并就 IOSCO鼓励 IESBA和 IAASB在 2024年底前制定准则的工作表示感谢。 

此外，在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信函中，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指出 ISSB准则能够在今年

上半年定稿将是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关键目标”。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 刊载于 IOSCO网站的 IOSCO声明； 

• 刊载于 IAASB网站的 IESBA和 IAASB联合声明； 

• 刊载于 FSB网站的 FSB信函。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关于 ISSB进展的声明 

G20发布了于 2023年 2月 24至 25日在班加罗尔举行的首次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汇总。 

声明关注了 ISSB所取得的进展，并指出预计将于本年稍后公布进度报告。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G20网站的声明。 

EFRAG会议“公司报告的未来发展方向” – 报告与录播 

2022年 12月，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举办了会议，以就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变革后公司

报告的新趋势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性展开讨论。 

来自财务和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的高级别发言人在涵盖下列主题的三个小组讨论中分享了其观点和想法： 

• 关联性：公司报告中的财务与可持续发展； 

• 财务报告：未来的挑战； 

• 可持续发展报告：引领公司报告的未来。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EFRAG网站的新闻稿。 

EFRAG FR TEG成员构成变动 

EFRAG宣布了其财务报告技术专家小组（FR TEG）的新构成。 

德勤合伙人兼德勤德国IFRS和公司报告卓越中心负责人Jens Berger被任命为EFRAG FR TEG代理主席。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EFRAG网站的公告。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3/02/call-for-new-members-to-join-gpf-in-june-2023/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82.pdf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82.pdf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3-02/joint-statement-iesba-and-iaasb-chairs-issb-s-progress-toward-inaugural-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0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3-02/joint-statement-iesba-and-iaasb-chairs-issb-s-progress-toward-inaugural-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0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200223-1.pdf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200223-1.pdf
https://www.g20.org/content/dam/gtwenty/gtwenty_new/document/1st%20FMCBG%20Chair%20Summary.pdf
https://www.efrag.org/News/Meeting-544/EFRAG-releases-its-summary-report-on-the-conference-Where-is-Corporate-Reporting-heading?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https://www.efrag.org/News/Public-404/EFRAG-Financial-Reporting-TEG-new-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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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FSA主办可持续发展披露国际会议 

日本金融厅（FSA）于 2023年 3月 3日在东京主办了可持续发展披露国际会议。 

议程涵盖的主题如下：  

• 制定可持续发展披露框架的方法； 

• 实现全球基准的道路：当前进展和未来展望； 

• 对下一个准则制定议程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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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ASB关于公共部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活动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PSASB）、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和欧洲会计师联盟将于 2023年 4月 4日

在布鲁塞尔主办题为“让公共部门为可持续发展行动做好准备：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升透明度、可比性和问

责”的活动。 

本次活动将围绕 IPSASB现正探讨的与可持续发展准则制定相关的关键理念，以及提供迫切需要的公共部门报

告指引所需的资源进行互动讨论，。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IPSASB网站的新闻稿。 

德勤 iGAAP手册更新 

可通过 dart.deloitte.com/iGAAP 查阅 [须进行订阅]。 

新增的德勤指引 

章节 索引 德勤指引标题 

A9 无形资产 4.3.1-1 内部产生资产的后续支出的会计处理 – 示例 

A11 存货 3.3.2-2 确定增量成本以外的存货销售成本 

A14 客户合同收入 3.6.5.5-1 软件转销商 

A14 客户合同收入 5.1.2-2 在重新议定合同期间评估是否存在合同 – 示例 

A14 客户合同收入 7.8-1 确定交易价格 – 所得税金额 

A14 客户合同收入 7.8-2 确定交易价格 – 开采税 – 示例 

A14 客户合同收入 8.5.2-3 将固定和可变对价对价分摊至一系列可明确区分的服务 

A14 客户合同收入 8.9-1 将固定对价分摊至一系列可明确区分的服务 – 示例 

A16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 2.8.8-1 收购一家不符合业务定义的上市主体 

A17 租赁 11.1.1.2-2 评估转租的租赁内含利率是否易于确定 

A17 租赁 11.2.8-1A 出租人对租赁付款额的减免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events/2023/march/japan-fsa-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ustainability-disclosure/
https://www.ipsasb.org/news-events/2023-02/ipsasb-ifac-accountancy-europe-host-interactive-discussion-reception-public-sector-sustainability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9-intangible-assets#SL838309293-424501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1-inventories#SL838309828-42450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4-revenue-from-contracts-with-customers#SL841398283-42450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4-revenue-from-contracts-with-customers#SL841398356-42450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4-revenue-from-contracts-with-customers#SL841398367-42450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4-revenue-from-contracts-with-customers#SL841398367-42450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4-revenue-from-contracts-with-customers#SL841457268-42450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4-revenue-from-contracts-with-customers#SL841457462-424506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6-share-based-payment#SL838324462-424508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7-leases#SL841375392-424509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7-leases#SL841375396-42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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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汇率变动的影响 3.4.1-2 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作为货币还是非货币性项目 

A27 合营安排 4.3.4-2 投资者具有单方面指导按顺序发生的不同相关活动的能力 

A31 每股收益 5.8-1B 针对价外期权合同应用反向库藏股法 

A31 每股收益 
5A-1 针对远期购买合同或签出看跌期权涵盖的普通股计算基本每

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 示例 

A36 政府补助 4.1-1 免偿还贷款的确认时间 

A36 政府补助 4.3-1 政府贷款的修改 

B1 范围 2.3.3-3 采用 IFRS 17后的集团内部财务担保合同 – 示例 

B9 套期会计 5.1.1.2-1 代理套期 – 示例 

B6 计量 5.3-6 由于现金短缺而预期将减免付款额 

经修订的德勤指引 

章节 索引 德勤指引标题 

A12 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3.5.3-2 抵销二氧化碳排放的义务 

A15 雇员福利 7.5.3.3-1 具有未确认盈余的设定受益计划的结算 – 示例 

A17 租赁 11.2.8-1B 出租人对租赁付款额的减免 – 示例 

A31 每股收益 3.2.2-1 针对自身权益的衍生工具 

A31 每股收益 4.4-1 远期购买合同和签出看跌期权 

A31 每股收益 5.8-1A 远期购买合同和签出看跌期权 

B1 范围 2.3.3-2 根据 IFRS 9或 IFRS 17核算财务担保合同的选择权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9-effects-changes-in-foreign-exchange#SL838325307-424511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27-joint-arrangements#SL838327742-424519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1-earnings-per-share#SL841476505-42452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1-earnings-per-share#SL841476507-42452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6-government-grants#SL840616695-424528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6-government-grants#SL840616710-424528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1-scope#SL842087138-42454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9-hedge-accounting#SL842059056-424551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6-measurement#SL841218162-424548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2-provisions-contingent-liabilities-contingent-assets#SL749912966-424504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2-provisions-contingent-liabilities-contingent-assets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5-employee-benefits#SL452733362-424507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17-leases#SL841375399-424509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1-earnings-per-share#SL_503885055-42452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1-earnings-per-share#SL841476500-42452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a-a-guide-ifrs-reporting/a31-earnings-per-share%23SL_503885549-424523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financial-reporting/igaap/vol-b-financial-instruments-ifrs-9/b1-scope#SL629141437-42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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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IFRS通讯和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3年 2月 2日 IFRS 要闻  –  2023年 1月 

2023年 2月 23日 iGAAP聚焦 – 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 –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的全球涵盖范围 –

内容终稿于官方公报发布 

意见函 

   描述  接收方  意见函截止日 

已提交意见函 临时议程决定：租赁的定义 – 替换权利（IFRS 16） IFRS IC 06/02/2023 

IASB/ED/2022/1 —《第三版<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会计准则》 

IASB 07/03/2023 

尚未提交意见函 IASB/ED/2023/1 —《国际税务改革 – 支柱二示范规则》 IASB 10/03/2023 

生效日期 

请点击此处查阅即将生效和近期生效的日期。 

德勤会计研究工具（DART）是一个关于会计和财务披露文献的综合在线资料库。 载于 DART的 iGAAP让您

能够查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各项准则全文，并提供下列内容的链接： 

• 提供按照 IFRS准则进行报告的指引的德勤具权威性的最新 iGAAP手册，及 

• 为采用 IFRS准则报告的主体提供的财务报表范例。 
 

此外，iGAAP《可持续发展报告》就鉴于可显著推动主体价值的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事项，企业必须考虑的

披露要求及相关建议提供指引。 

如需申请订阅 DART的 iGAAP，请点击此处发起申请流程并选择 iGAAP订阅计划。 

请点击此处了解关于 DART的 iGAAP的更多信息（包括订阅计划的定价）。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3/januar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3/januar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3/csrd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3/csrd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comment-letters/2023/definition-of-a-lease-substitution-righ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comment-letters/2023/ifrs-for-sm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comment-letters/2023/ifrs-for-sm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comment-letters/2023/ifrs-for-sme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international-tax-reform-pillar-two-model-rules/exposure-draft-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international-tax-reform-pillar-two-model-rules/exposure-draft-and-comment-letters/
https://www.iasplus.com/en/othernews/new-and-revised/2022/december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home/sustainability-reporting/deloitte-guidance/vol-e-sustainability-reporting-global
https://subscriptionservices.deloitte.com/#/plan
https://www.deloitte.com/global/en/services/audit/services/igaap-on-dart-glob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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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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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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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

市提供专业服务。  

 

请参阅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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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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