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0 年 10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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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3 号》（“《解释第 3 号》”） 

财政部近日发布《解释第 3 号》，对政府接受捐赠、对外投资、发行债券、报告日后调整事项等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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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IASB 发布《在 2020 年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IASB 发布一篇文章，概述了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考虑事项。请点击这里获取相关

链接。 

IASB 发布编辑更正 

IASB 发布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IFRS 7）的编辑更正。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基金会网站的编辑更正。 

 

德勤刊物 

 

10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0 年 10 月 6 日 IFRS 要闻 —2020 年 9 月 

2020 年 10 月 14 日 2020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范例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以目的为导向的业务报告聚焦 —综合性全球准则蓄势待发 

2020 年 10 月 29 日 IFRS 聚焦 — 与 2019 年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会计考虑事项 

请注意，这是一份持续更新的文件，并将在识别出新事项时定期更新。最新版本已于 10 月

29 日发布。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的相互影响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HKFRS 15）和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HKFRS 16）的文章 

税务局（IRD）近期对《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1 号》（DIPN 1 修订版）作出更新，并同时发

布题为《适用 HKFRS 16 的租赁利得税处理》的指引。DIPN 1 修订版和指引阐述了由广泛的判例法

权威充分支持的相关会计准则与税法的相互影响。涵盖的一系列主题包括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

分、使用权资产的折旧和减值、租赁负债的估算利息、以及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估值的经营租赁

转租的公允价值变动。请点击这里阅读。 

 

 

http://kjs.mof.gov.cn/gongzuodongtai/202010/t20201023_3609731.htm
https://www.iasplus.com/en-ca/news/part-i-ifrs/copy4_of_10/tokar
https://cdn.ifrs.org/-/media/feature/standards/editorial-corrections/2020/editorial-corrections-october-2020.pdf?la=e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0/sept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models-checklists/2020/mfs-2020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purpose-driven-business-reporting-in-focus/comprehensive-global-standard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0/coronavirus
http://app1.hkicpa.org.hk/APLUS/2020/10/pdf/41_Large_Source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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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发布气候相关披露的 CDSB 框架应用指引。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DSB

网站的更多信息。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近期制定一项监管措施，旨在确保银行建立与气候相关风险的应变能

力。请点击查阅 HKMA 白皮书。 

 审计质量中心（CAQ）发布一份新报告，指出外部审计师可有助于促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之外的信

息——非公认会计原则（GAAP）财务衡量指标和关键业绩指标（KPI）的可靠性与可比性。请点击查阅

刊载于 CAQ 网站的更多信息。 
 

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联合发

布《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 

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规定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金

融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计作为监管重点，要求采取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评估、加大会计师事务所信

息披露力度和监督检查力度等措施，并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合作及信息共享等。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

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北注协”）近日发布了专家提示〔2020〕第 5 号——注册会计师参与反舞弊调

查》就反舞弊调查的类型、反舞弊调查的程序、反舞弊调查报告的拟写等方面，对注册会计师参与反舞

弊调查的业务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查阅更多详情。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针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工作人员审计实务提示 

IAASB 发布针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工作人员审计实务提示，以协助审计师了解国际审计准则的现行规

定，及其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考虑的相关性。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

情。 

IAASB 推迟审计师报告实施后复核利益相关方调查的截止日期 

IAASB 审计师报告实施工作组现正对 2015 年发布的审计师报告准则开展实施后复核，且感兴趣的利益

相关方完成关于其经验的在线调查并提供反馈的截止日期已推迟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您可点击这里

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发布质量管理准则实施计划 

在 IAASB 预期发布新一套质量管理准则之前，IAASB 已为三项准则（即，ISQM 1，ISQM 2 和 ISA 220 

(修订版)）的每一项制定了实施计划。这些实施计划阐述了利益相关方预期发布的实施材料、涵盖的主

题、及预期的时间安排。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关注下列事项： 

•       如更改地址，须尽早通知税务局 

•       香港与格鲁吉亚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       香港与塞尔维亚及格鲁吉亚有关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命令刊宪 

•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 年 9 月) 

•       印花税统计资料 (2020 年 10 月) 

https://www.cdsb.net/corporate-reporting/1080/cdsb%E2%80%99s-climate-guidance-marks-launch-application-series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0/20200630e1a1.pdf
https://www.thecaq.org/news/caq-report-highlights-how-auditors-can-enhance-the-reliability-and-comparability-of-non-gaap-financial-measures-and-kpis/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010/t20201026_3610839.htm
http://www.bicpa.org.cn/zyfwz/zyfw/zzyzd/sj/B16032612115364.html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consideration-climate-related-risks-audit-financial-statement
https://www.iaasb.org/focus-areas/auditor-reporting-post-implementation-review-pir
https://www.iaasb.org/focus-areas/auditor-reporting-post-implementation-review-pir
https://www.ifac.org/system/files/publications/files/IAASB-Quality-Management-Standards-Implementation-Support-Plan.pdf
https://www.ird.gov.hk/chi/pdf/2020/address_change.pdf
https://www.ird.gov.hk/chi/ppr/archives/20100501.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ed27a257a18647adacf0f48c92427e35&esid=3983a354-7bfd-ea11-b816-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chi/ppr/archives/20102101.htm?_cldee=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d&recipientid=contact-ba4724535493ea11b8160050568d1b3e-6a54da7ff9464df5bbe6162bccbe41f3&esid=ab37f2ec-1f18-eb11-b816-0050568d4f85
https://www.ird.gov.hk/chi/pdf/2020/3d092020.pdf
https://www.ird.gov.hk/chi/pdf/2020/3d10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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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意见》） 

国务院近日发布了《意见》，就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退市机制、提高违法成本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并明确相关的执行部门。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修改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

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审核指引》）及一系列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制度文件的决定》。主要是修订了《审核指引》

及证券投资基金的一系列信息披露规定，以消除与新《证券法》的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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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引第 1 号》） 

上交所近日发布《指引第 1 号》，取代此前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上交所可投资的品种、可从事的交易以

及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所附的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

实施细则》（《实施细则》） 

深交所近日发布经修订的《实施细则》，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深交所可投资的品种、可从事的交易

以及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和获取所附的《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版。 

全球 

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有关不确定时期的报告指引 

FRC 财务报告研究室发布涵盖截止于 2020 年 12 月年度的某些重点关注领域的指引。请点击查阅刊载

于 FRC 网站的下列内容： 

 新冠病毒疫情：资源，行动，未来 – 前瞻指引 

 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经营，风险和生存能力 – 前瞻指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0/09/content_5549924.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010/t20201030_385404.htm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trading/universal/c/c_20201030_5250860.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01030_582824.html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15565835-6fec-46ad-a059-86481971e9a2/COVID-19-Resources-actions-and-the-future-a-look-forward.pdf
https://www.frc.org.uk/getattachment/1778c4a6-bb89-45f7-8de5-e4737545a98d/COVID-19-Going-concern,-risk-and-viability-a-look-forw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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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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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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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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
http://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