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7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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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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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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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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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收入准则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3 个收入准则应用案例，分别针对保荐服务、药品实验服务、定制软件开发服务的收

入确认做了说明。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和这里获取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应用案例。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IASB 推迟《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的修订的生效日期 

IASB 发布《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划分 — 推迟生效日期（对 IAS 1 的修订）》，以将 2020 年 1 月发布

的对 IAS 1 的修订的生效日期推迟 1 年（即，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

效）。请点击查阅： 

 刊载于 IASB 网站的 IASB 新闻稿  

 阐述有关修订的《IFRS 聚焦》简讯  

 

德勤刊物 

 

7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7 月 8 日 IFRS 要闻 —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7 月 9 日 2020 年中期财务报告范例 

2020 年中期财务报告范例已作更新，以反映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

期间生效的经修订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以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的修订“新冠

病毒疫情(Covid-19)相关租金减免”的提前应用。 

2020 年 7 月 14 日 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会计考虑事项网播 — 租赁 

2020 年 7 月 22 日 IFRS 聚焦 — IASB 推迟《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划分》的生效日期 

2020 年 7 月 30 日 2020 年《国际会计准则第 34 号》（IAS 34）遵循性核对表 

2020 年 7 月 30 日 2020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遵循性、列报和披露核对表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治理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建议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并将气候变

化识别为该行业面临的一项最大挑战。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0 年 10 月 6 日。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GRI 网站的新闻稿。 

 

 GRI 同时推出一个新培训门户网站。GRI 学院是一个全球在线平台，就组织如何通过 GRI 准则传达
其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提供相关课程与教材。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GRI 网站的新闻稿。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质量中心（CAQ）发布一份题为《审计师就公司编制的环境、社会和公司
治理（ESG）信息发挥的作用：现状与未来》的新报告，概述了投资者如何使用 ESG 信息，以及审
计师在提升报告的可靠性、可比性、和相关性方面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AQ 网站的报告。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srzzyy/202007/t20200717_3551280.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srzzyy/202007/t20200717_3551279.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srzzyy/202007/t20200717_3551278.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0/07/iasb-defers-the-effective-date-of-amendments-to-ias-1/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as-1-1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june
https://techlib.deloitteresources.com/?link=content/0901ff81823b9783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covid19/leas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ias-1-1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0/ias-34-checklis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0/ifrs-checklist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Transparency-on-oil-and-gas-sector-impacts.aspx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New-online-learning-platform-for-sustainability-profession.aspx
https://publication.thecaq.org/rota/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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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组织近期发布一系列新闻报道。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SSE 网站的下述内容： 
o 新 ESG 指引数据库 
o 关于启动气候披露咨询小组的信息 
o 巴林交易所 ESG 报告指引  
o 首份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审计 

国际 

IAASB 就中期财务信息审阅项目发布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指引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就中期财务信息审阅项目发布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指引，以协

助审计师应对当前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审计师报告实施后复核：利益相关方调查 

IAASB 邀请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完成一项在线调查，以就 2015 年发布的审计师报告准则分享经验及提

供反馈意见，并同时就利益相关方应用《国际审计准则第 720 号——审计师对其他信息的责任》（ISA 

720 (修订版)）的经验征询意见。利益相关方完成此项调查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您可点

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IAASB 协助探讨涉及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审计考虑事项 

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文件中， IAASB 主席 Tom Seidenstein 提供了有关 IAASB 针对新冠病毒

疫情的应对措施的最新资讯。您可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税务信息 — 纳税人和雇主的税务责任 

 《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中文版） 

 《2019 年税务（修订）（与保险有关的业务的利得税宽减）条例草案》通过  

 立法会提问：楼市需求端管理措施 

 有关交换资料请求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47号（修订本）》 

 有关预先定价安排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48号（修订本）》 

 有关基金缴付利得税豁免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61 号》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 

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上述文件，明确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起，对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服务业务施行备案管理，并对备案材料和方式、核验和公告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该文件同时规定：会

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应当遵守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采用合

伙制组织形式，不得承接与自身规模、执业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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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seinitiative.org/esg-guidance-database/
https://sseinitiative.org/all-news/sse-launches-climate-disclosure-work-with-mark-carney-and-lseg/
https://sseinitiative.org/all-news/bahrain-bourse-issues-esg-reporting-guidelines-for-issuers/
https://sseinitiative.org/all-news/exchange-in-focus-adx-introduces-its-first-sustainability-report/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review-engagements-interim-financial-information-current-evolving-environment-due-covid-19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7/iaasb-auditor-reporting-post-implementation-review-stakeholder-survey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0-07/iaasb-assists-audit-considerations-impact-covid-19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20/oblig.pdf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71504.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140b64e9f11245cba2b3247479d41fe5&esid=cc0b10cf-54ca-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20070801.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140b64e9f11245cba2b3247479d41fe5&esid=cc0b10cf-54ca-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47.pdf?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140b64e9f11245cba2b3247479d41fe5&esid=cc0b10cf-54ca-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48.pdf?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140b64e9f11245cba2b3247479d41fe5&esid=cc0b10cf-54ca-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eng/pdf/dipn61.pdf?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64c2ff022c6d42f28eb447081046d1e6&esid=0e61b687-edbf-ea11-b815-0050568d4f85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7/t20200724_3556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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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 

根据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证券法》，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从事资产评估、资信

评级、财务顾问、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备案。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上述文件，规定了

备案机构、备案业务范围、备案时点和备案程序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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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

息披露指引（2020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述指引，其规定应披露的相关信息披露包括：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

股说明书签署日之间超过 4 个月的，应补充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期间 1 个季度的财务报表；超

过 7 个月的，应补充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期间 2 个季度的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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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延长首发招股说明书引用的财务报表有效期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决定》，主要修订内容为：对招股说明书引用的财务

报表有效期条款进行修改，将特殊情况下发行人可申请适当延长财务报表有效期但至多不超过 1 个

月，修改为至多不超过 3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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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述文件，适用于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主要内容为：针对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和发行可转债等，分别设定条件；规范募集资金用途；

规定发行审核程序和注册程序；规定信息披露要求；明确证监会的监管机制和对发行人、保荐人、证

券服务机构的问责机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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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侧袋机制指引（试行）》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述指引，主要内容为：侧袋机制是将难以合理估值的风险资产从基金组合资产

中分离出来进行处置清算，确保剩余基金资产正常运作的机制，规定了侧袋机制的启用条件、实施程

序和主要实施环节的操作要求，同时明确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管控主体责任，以及托管人和会计师事务

所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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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 5 项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准则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3 号——精选层挂牌公司年度报

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4 号——精选层挂牌公司中期报告》、《非上市

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创新层挂牌公司中期报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基础层挂牌公司中期报告》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7 号——精选层挂牌公司季度报告》等 5 项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对精选层年报、中报

及季报格式，以及创新层、基础层中报格式，做出明确规定。精选层、创新层、基础层三个层次之间

的披露要求呈梯度化，依次降低。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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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精选层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试行）》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述文件，主要内容为：参照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对精选层挂牌公司治理、内

部管理制度等做出规定，并对监管机构的职责与分工等予以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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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4_380626.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10_379933.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10_37991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10_37991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03_37942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10_37992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2_380517.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2_38051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2_380519.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2_38052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2_380522.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07/t20200722_3805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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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述指引，主要内容是对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一些规则进行了解读。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审核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审核问答》”）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述两份文件。在中国证监会《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的

基础上，审核规则进一步明确了申请文件、上交所的审核重点和审核程序、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

职责等。《审核问答》则对《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审核规则》中的

一些规定做了解读。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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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发布的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新三板”）近期发布了关于废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半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公告，明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半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已被中国证监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4 号——精选层挂牌公司中期报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创新层挂牌公司中期报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基础层挂牌公司

中期报告》所取代。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全球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发布“新冠病毒疫情的财务报告影响的复核” 

有关复核包括中期财务报告的某些优质披露的示例，以及 FRC 关于预期发行人应添加至此后的中期财

务报表的内容建议，并同时指出尽管各公司已提供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新冠病毒疫情对其业

绩、财务状况和未来前景的影响的充分信息，但某些信息（尤其是中期财务报表）应能够受益于更广

泛的披露。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tzl/jggzsyzy/202007/t20200731_380966.html#_Toc17212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5147785.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review/c/5147786.s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8628.html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03838acd-facc-4a06-879c-a4682672a6d7/CRR-COVID-19-Thematic-Review-Jul-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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