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3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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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期“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1 年第一期“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实施问答》”），对 20 个问题作出解

答，内容涉及金融工具（11 个）、租赁（4 个），股份支付（1 个）、债务重组（3 个）和外币折算（1

个）。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本期以及此前各期《实施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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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 期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会计监管动态》”）2021 年第 1 期。《会计

监管动态》包括“沪市会计监管通讯”、“典型案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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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问题涉及收入、研发支出、

股份支付、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等。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IASB 决定延长 IFRS 16 中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的实务豁免 

2020 年 5 月， IASB 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IFRS 16）作出修订以向承租人提供一项实务简

便方法，从而承租人无需评估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是否属于租赁修改。2021 年 3 月，由于

疫情持续蔓延，IASB 发布对 IFRS 16 的进一步修订，以将该实务简便方法的适用范围延长一年。据此，

该实务简便方法现适用于租赁付款额的任何减免仅影响原本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到期应付金额

的租金减免。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刊载于 IAS Plus 的 IFRS 聚焦 简讯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  

IASB 发布对 IFRS 13 和 IAS 19 的建议修订以及有关制定和草拟披露的指引初稿 

IASB 发布征求意见稿《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披露要求 — 试点方法（对 IFRS 13 和 IAS 19 的建议修

订）》，包括就其未来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披露要求的制定和草拟提供的建议指引，以及因针对《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应用建议指引而导致对该两项准则的建议修订。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1 年 10 月 21 日。 请点击查

阅下述内容： 

 刊载于 IAS Plus 的 IFRS 聚焦简讯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征求意见稿概览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结论基础 
 

德勤刊物 
 

3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3 月 4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3 月 29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修订 IAS 19 和 IFRS 13 的披露要求 

2021 年 3 月 31 日 IFRS 聚焦 — IASB 发布对 IFRS 16 的修订以扩展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租金减免的实务豁免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swd/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ifrs-16-amendment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1/03/iasb-extends-support-covid-19-related-rent-concession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2021-3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21/03/iasb-proposes-a-new-approach/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disclosure-initative/disclosure-initiative-principles-of-disclosure/ed2021-3-di-tslr.pdf?la=en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disclosure-initative/disclosure-initiative-principles-of-disclosure/snapshot-2021-3-di-tslr.pdf?la=en
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disclosure-initative/disclosure-initiative-principles-of-disclosure/ed2021-3-bc-di-tslr.pdf
https://www.iasplus.com/en-gb/tag-types/global/newsletters/ifrs-on-poin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2021-3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ifrs-16-am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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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 2 号——作出重要性判断》 

HKICPA 发布《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 2 号——作出重要性判断》（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

公告第 2 号》等效的本地公告）。此实务公告为非强制性指引，阐述了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如何作出重要

性判断，其并未变更或引入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任何要求，且公司无需遵循此实务公告才能声明已遵循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允许主体自《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 2 号》发布之日起对所编制的财务报表

应用此公告。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有关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监管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讨论了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时的常见问题，并就注册会计师应执行的程序和应披露的信息等提出了要求。该指

引主要涉及以下领域：错报与受限，重大性，广泛性，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信息披露。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指引。 

中注协提示会计师事务所关注零售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书面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零售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关注以下

事项：收入、信息系统和存货的审计，新租赁准则对实体零售业的影响，以及持续经营假设、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确认、终止经营业务列报等的恰当性。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中注协提示会计师事务所关注业绩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书面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业绩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关

注以下事项：舞弊风险及其应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内部控制，资产减值，以及持续经营等。您可

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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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了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1]第

1 号——注册会计师对收入准则新旧衔接的特别关注，就注册会计师在审计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时应重点关注的领域和实施的审计程序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北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提示。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支持材料以协助审计师应对过度依赖技术的风险 

IAASB 技术工作组发布非权威性支持材料，以协助审计师应对过度依赖技术的风险（无论该风险是源于

使用自动化工具和技术、还是源于使用主体系统生成的信息）。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与非财务报告保持同步的鉴证准则 

IAASB 近期批准“针对长式外部报告（EER）鉴证项目应用《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 3000 号》（ISAE 

3000 (修订版)）的非权威性指引”，旨在提供相关指引以支持针对非财务报告的鉴证领域的不断发展并

将于 4 月发布。在发布之前，IAASB 主席发表一篇文章，阐述了该指引将如何支持 ISAE 3000 (修订版)

的应用以及对非财务信息报告和相应鉴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I/ps2.pdf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tzl/jggzsyzy/202103/t20210309_393897.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103/t20210318_53501.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2103/t20210325_53518.html
http://www.bicpa.org.cn/dtzj/zxgg/B161517076513525.html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addressing-risk-overreliance-technology-arising-use-automated-tools-and-techniques-and-information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1-03/assurance-standards-keeping-pace-non-financial-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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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主要修订内容为：完善信息披

露基本要求和定期报告制度，细化临时报告要求，完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监管执法效

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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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和终止上市审核实施细则》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和终止上市审核实施细则》，规定主板股票上市和终止

上市均由上市委员会审核决定，并对上市委员会的组成、审核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

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银行间市场”）发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和披露格式 

银行间市场近日发布《关于发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2021 版）> <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存续期信息披露表格体系（2021 版）>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投资人保护机

制示范文本（2021 版）>的公告》，对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应披露的信息和披露

格式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银行间市场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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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布了下列文件： 

 《关于挂牌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提示的通知》：对应重点关注的会计准则和审计领域作出

提示，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相关事项》：对挂牌

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和更正等事项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

司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 

 

香港 

联交所就优化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的改革咨询市场意见 

联交所刊发咨询文件，建议优化和简化海外发行人来港上市的制度。联交所就以下范畴咨询市场意见：

简化海外发行人的规定，并确保股东保障水平维持严格；扩阔第二上市制度，欢迎在海外上市而经营传

统行业的大中华公司来港上市；允许符合条件的发行人在保留既有不同投票权架构及可变利益实体架构

下可作双重主要上市。咨询文件亦载有多项其他建议，将海外发行人的现行规定优化、简化并编纳成

规，包括：对《上市规则》要求进行整合，将部分有条件常见豁免编纳成规，及就豁免应用提供指引。 

联交所刊发 2020 年上市委员会报告 

联交所刊发《2020 年上市委员会报告》回顾上市委员会 2020 年的工作，并展望 2021 年及以后的政策

方向。报告亦汇总了上市委员会年內处理的咨询文件、指引材料和其他事宜。年内上市委员会审理了

151 份上市申请。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数目继续增加，尤其是美国上市的大中华发行人「回流」香

港作第二上市的个案数目，由 2019 年仅 1 家大增至 2020 年的 9 家。联交所审阅了发行人的企业管治

常规披露，并汇报了当中的观察及建议。联交所亦刊发了全新及更新的指引材料，以协助上市申请人及

其董事通盘考量如何建立企业管治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制度，并将有关因素融入业务策略。 

香港财务汇报局（“财汇局”）发表香港上市实体审计市场概况报告 

财汇局发表其首份就香港上市实体审计市场概况的政策及管治报告。此报告就香港上市实体审计市场的

竞争情况提供深入见解，包括对市场规模和竞争结构、核数师向上市实体提供非审计服务的相对比重以

及该等因素由 2010 年至 2019 年间的发展作出分析。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03/t20210319_394491.htm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issue/c/c_20210318_5342611.shtml
http://www.nafmii.org.cn/zlgz/hxgll/202103/t20210328_84942.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811.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797.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March-2021-Listing-Regime/Consultation-Paper/cp202103_c.pdf?la=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How-We-Regulate/Listing-Committee/Listing-Committee-Report/AnnualRpt_2020dec_c.pdf?la=zh-CN
https://www.frc.org.hk/en-us/Documents/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Overview-of-the-Market-for-Listed-Entity-Audits-in-Hong-K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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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 

德勤企业顾问（深圳）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 109 号华创国际广场 3 号栋 20

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 86 (731)  8522 8790 

传真：+ 86 (731) 8522 8230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1 号仁恒置地广场写字楼 34 层 3406 单
元 

邮政编码：610016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500 5161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 10 号企业天地 8 号德勤大楼 36 层 

邮政编码：400043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9 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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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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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 

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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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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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 

德勤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68 号开发区管理大厦

16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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