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5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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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5 个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涉及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可行权条件、对控股股东

参与的处理等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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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对 IAS 12 的修订 

IASB发布《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对<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IAS 12）的

修订）》。有关修订对IAS 12规定的初始确认豁免引入一项例外情况。运用此例外情况，主体对于产生

相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交易不应用初始确认豁免（例如，在确认租赁负债和相应

的使用权资产时）。有关修订对自2023年1月1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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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刊载于 IAS Plus 的《IFRS 聚焦》简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两项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涵盖因实际利率导致的现金流量可变性的套期 

 《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福利》(IAS 19)，涵盖主体归属特定设定受益计划的福利的服务期间 

德勤刊物 
 

5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5 月 4 日 IFRS 聚焦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建议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章程》

以增设一个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5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7 日 IFRS 聚焦 — IASB 就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修订 IAS 12  

2021 年 5 月 17 日 洞察 —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公司治理 

美国证监会（SEC）现已： 

 发布关于复核气候相关披露的声明，并拟加大其对上市公司报备中气候相关披露的关注 

 宣布成立气候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专项工作组，以制定相关举措从而主动识别与 ESG

相关的不当行为 

 发布意见征询声明，就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行披露能否为投资者提供充分信息征询投资者、注册人

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同时参见德勤相关的《提示》简讯 ） 

 在其网站上推出一个新页面，汇总有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事项（包括气候变化）的 SEC 最新举

措。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105/t20210518_3704086.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105/t20210518_3704082.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105/t20210518_3704084.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105/t20210518_3704076.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105/t20210518_3704069.htm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1/05/iasb-clarifies-accounting-for-deferred-tax-on-leases-and-decommissioning-obligation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deferred-tax-amendments
http://elink.hkicpa.org.hk/c/6/?T=NTI5ODQ2NDE%3AMDItYjIxMTQ2LWFkOTkyOWUzMTFmNDRmYzI5M2I2OGUwMjhlMjZkNDA4%3A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AY29udGFjdC02MDQ0ZTU3YzI1MjhlYjExYjgxNzAwNTA1NjhkMWIzZS03NWQ1MjU4NDJjNmE0OTJmYmIzOTgzMzU0NzUwMDFlOQ%3AdHJ1ZQ%3AOA%3A%3AaHR0cHM6Ly93d3cuaWZycy5vcmcvY29udGVudC9kYW0vaWZycy9wcm9qZWN0L2hlZGdpbmctdmFyaWFiaWxpdHktaW4tY2FzaC1mbG93cy1kdWUtdG8tcmVhbC1pbnRlcmVzdC1yYXRlcy1pZnJzLTkvaGVkZ2luZy12YXJpYWJpbGl0eS1pbi1jYXNoLWZsb3dzLWR1ZS10by1yZWFsLWludGVyZXN0LXJhdGVzLWFwci0yMS5wZGY_X2NsZGVlPWNtRmphR1ZzWTJobGRXNW5RR2hyYVdOd1lTNXZjbWN1YUdzJTNkJnJlY2lwaWVudGlkPWNvbnRhY3QtNjA0NGU1N2MyNTI4ZWIxMWI4MTcwMDUwNTY4ZDFiM2UtNzVkNTI1ODQyYzZhNDkyZmJiMzk4MzM1NDc1MDAxZTkmZXNpZD04MGI1NTUyNS1mZmFlLWViMTEtYjgxOC0wMDUwNTY4ZDFiM2U&K=WDk6fjfKMPTf_2VqxuHMYg
http://elink.hkicpa.org.hk/c/6/?T=NTI5ODQ2NDE%3AMDItYjIxMTQ2LWFkOTkyOWUzMTFmNDRmYzI5M2I2OGUwMjhlMjZkNDA4%3AcmFjaGVsY2hldW5nQGhraWNwYS5vcmcuaGs%3AY29udGFjdC02MDQ0ZTU3YzI1MjhlYjExYjgxNzAwNTA1NjhkMWIzZS03NWQ1MjU4NDJjNmE0OTJmYmIzOTgzMzU0NzUwMDFlOQ%3AdHJ1ZQ%3AOQ%3A%3AaHR0cHM6Ly93d3cuaWZycy5vcmcvY29udGVudC9kYW0vaWZycy9wcm9qZWN0L2F0dHJpYnV0aW5nLWJlbmVmaXQtdG8tcGVyaW9kcy1vZi1zZXJ2aWNlLWlhcy0xOS9hdHRyaWJ1dGluZy1iZW5lZml0LXRvLXBlcmlvZHMtb2Ytc2VydmljZS1hcHItMjEucGRmP19jbGRlZT1jbUZqYUdWc1kyaGxkVzVuUUdocmFXTndZUzV2Y21jdWFHcyUzZCZyZWNpcGllbnRpZD1jb250YWN0LTYwNDRlNTdjMjUyOGViMTFiODE3MDA1MDU2OGQxYjNlLTc1ZDUyNTg0MmM2YTQ5MmZiYjM5ODMzNTQ3NTAwMWU5JmVzaWQ9ODBiNTU1MjUtZmZhZS1lYjExLWI4MTgtMDA1MDU2OGQxYjNl&K=AcnLclwjp8m2lEuPFLpu6w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ifrsf-constitutio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ed-ifrsf-constitution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1/april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1/deferred-tax-amendment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spac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lee-statement-review-climate-related-disclosure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1-42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lee-climate-change-disclosur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us/heads-up/2021/issue-3
https://www.sec.gov/sec-response-climate-and-esg-risks-and-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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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更新后的活动框架以就相关活动的选择和优先重点提供指引 

IAASB 发布新活动框架，阐述了 IAASB 有关推进准则制定及其他相关活动的运作流程与程序。IAASB 已

制定相关框架以支持除经正式批准的应循程序之外更灵活的准则制定流程，并提升有关 IAASB 优先重点

活动的公开透明度。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发布修订后的 2020-2021 年详细工作计划表 

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对理事会运作及利益相关方实施新准则并参与 IAASB 应循程序的能力造成的持续影

响，IAASB 发布修订后的详细工作计划以取代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发布的工作计划。您可点击这里了解

更多详情。 

协作塑造 IAASB 的未来工作 

IAASB 发布有关其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的调查，旨在协助 IAASB 通过了解对利益相关方重要的事项

来制定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调查截止期为 2021 年 8 月 5 日。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关于致力确保审计质量的提示公告 

HKICPA 发布一项提示公告，阐述了专业会计师在实务中须关注的下列重要主题事项的最新资讯：  

•     审计的目的和价值 

•     新冠病毒疫情对审计的影响 

•     质量鉴证部 2020 年报告 

•     确保审计质量 

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制度的指导

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制度的指导意见》, 对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有关挂牌企业主动终止挂牌、强制终止挂牌以及终止挂牌后的后续监管

安排等事项的规则提出了要求。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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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板发布的文件 

新三板近期发布了下列文件：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对挂牌公司主动终止挂牌和强制

终止挂牌的条件及后续安排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及撤回终止挂牌业务指南》：对挂牌公司

主动终止挂牌的申请程序和申请文件及撤回申请的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

详情。 

•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融资担保公司》：对融资担保行业新三板

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提供指引，您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framework-activities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revised-detailed-work-plan-table-2020-2021
https://survey.alchemer.com/s3/6289516/IAASB-Work-Plan-Survey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3_Our-views/Financial-Reporting-Auditing-and-Ethics-Alert/alert38.pdf?_cldee=Y2FsYXVAZGVsb2l0dGUuY29tLmhr&recipientid=contact-257cab308434ea11b8100050568d1b3e-7cd3ed0be02a434ea687cb84bc701b54&esid=24458fbe-3da6-eb11-b818-0050568d1b3e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05/t20210528_398577.htm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10145.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10147.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10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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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交易所刊发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所作出总结以加强及提升香港资本市场的质素及持正操作。将实施的《上市规则》修订连同香

港交易所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所采取的方针（请参阅与咨询总结同一日刊发的

联合声明（参见下文）），将有助处理监管关注的情况，并为投资者提供进一步的保障。主要变动汇总

如下。 

《盈利规定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所采纳以下做法： 

a) 将盈利规定调高 60%，并修订盈利分布规定（“修订后的盈利调高幅度”）；  

b) 修订后的盈利调高幅度的实施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及 

c) 按情况就个别申请人不用符合盈利分布授予宽限，灵活处理。 

《纪律处分咨询总结》 

香港交易所有关纪律处分权力及制裁的建议，将在按《纪律处分咨询总结》所述稍加修改后全面实施。

实施有关建议将扩大可作声誉制裁的范围，并确保可对更多个别人士作纪律处分，包括导致或明知而参

与违反《上市规则》的高级管理人员。《纪律处分咨询总结》所载的《上市规则》修订将于 2021 年 7

月 3 日实施及生效。 

请点击查阅香港交易所通讯、《盈利规定咨询总结》及《纪律处分咨询总结》 。 

香港交易所和证监会发布有关涉及首次公开招股的失当行为的联合声明 

此联合声明阐述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针对在近期新上市的公司中留意到的某些监管事宜而采取的整体方

针，以及日后可如何运用它们在《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 证券上市规则》下各自的权

力处理有关事宜。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1/210520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November-2020-MB-Profit-Requirement/Conclusions-(May-2021)/cp202011cc_c.pdf?la=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ugust-2020-Disciplinary-Powers/Conclusions-(May-2021)/cp202008cc_c.pdf?la=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News-Release/2021/210520news/IPOJointStatemen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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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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86 (451) 85860060 

传真：+86 (451) 85860056 

 

香港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香港金钟道 88 号太古广场一座 35 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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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 43-53A 号 

澳门广场 19 楼 H-N 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南京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京

分所 

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 2 号亚太商务楼 6 层 

邮政编码：2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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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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