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6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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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将适用《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简化方法的租金减让期间由“2021 年 6 月 30 日前”调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修订 3 个《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3 个经修订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应用案例，取代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原案例。这三个应用案例分别针对 2018 年发布的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和 2006 年发布的原《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分别举例），以示例方式
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应用，修改内容主要是将适用的租金减让期间改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您可以点击这里、这里和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 2021 年第三期《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1 年第三期《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实施问答》”），对有关租赁准则的
2 个问题（问题 1 和 2）作出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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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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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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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以下问题：定制模具并销售
产品的会计处理，医药企业对照药的会计处理，以 IPO 上市作为可行权条件的会计处理，红筹企业股权
下翻的会计处理，集团内部交易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与联营企业交易内部抵销的会计处理，持有待售资
产的划分条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IASB 2021 年 6 月会议
IASB讨论的主题如下：
 IASB 工作计划更新
 权益法：确定《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在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IAS 28）中的原则
 商誉和减值
 主财务报表
 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IFRS 17）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 比
较信息
 维护和一致应用：
o 供应商融资安排
o 将须遵循契约的债务划归为流动或非流动（《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IAS 1））
o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
在有关须遵循契约的债务的讨论中，IASB意向性地同意建议对IAS 1作出修订，以明确如果将结算推迟至
少12个月的权利取决于主体能否在报告期后遵循特定的条件，在将负债划归为流动或非流动时，这些条
件不会影响在报告期末是否存在推迟结算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须针对受上述条件限制的非流动负债
提供额外的披露。IASB同时意向性地决定修订IAS 1，以将2020年修订的生效日期推迟至2024年1月1日
以后。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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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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及相关的议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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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讨论了两个新事项并确定了两项议程决定的终稿：
新事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20 号——政府补助的会
计和政府援助的披露》（IAS 20）– 第三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III）交易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 使用风电场的经济效益
已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国际会计准则第 2 号——存货》（IAS 2）– 销售存货的必要成本
 《国际会计准则第 10 号——报告期后事项》（IAS 10）– 当主体无法再持续经营时财务报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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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IC 最新资讯》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议程及相关的文件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尽记录

德勤刊物
6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1 年 6 月 3 日

IFRS 聚焦 — IASB 建议修订有关管理层评论的实务公告

2021 年 6 月 4 日

IFRS 要闻 —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24 日

洞察 — 软件即服务安排 — 数字转型时代导致的会计变更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会计师公会发布《对<香港会计准则第 12 号>的修订：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有关修订缩窄了《香港会计准则第 12 号》第 15 段和第 24 段中确认豁免的适用范围，从而该豁免不再
适用于初始确认时产生相同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交易。该修订的发布旨在回应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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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点这里查阅有关修订。

审计
国际
新发布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表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审计师报告准则获得广泛支持
IAASB 在其审计师报告实施后复核之后发布反馈声明，汇总了通过 2020 年审计师报告实施后调研以及
于 2020 年 9 月举行的圆桌会议讨论与 IAASB 分享的关键主题和观点。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新质量管理实施指引现已发布
IAASB 发布两项指引以协助利益相关方实施一套质量管理准则（即，国际质量管理准则（“ISQM”）1
和 ISQM 2）。有关指引将有助于利益相关方了解上述准则并适当地实施相关要求，但并未对准则作出
修订或凌驾于准则之上。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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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检查提示 – FRC 的首份年度检查报告 – 2021 年第 7 期
香港财务汇报局(“FRC”)已发布其首份年度检查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包括（除其他事项
外）：(i) 经 FRC 检查的所有约定项目的重大发现和审计质量评级，及 (ii) FRC 对审计师采取行动应对
识别出的审计质量缺陷的期望，以提升投资业界及广泛公众对上市主体财务报告质量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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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上市公司年报和半年报披露规则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修订后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修订
的主要内容为：强化有关上市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竞争力、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披露要求，增加有关
上市公司在减少碳排放、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方面贡献的披露要求，同时适当简化了一些披露要求。请点
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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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修订《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修订后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主要修订内容为：进一步明确市场禁入类型，进
一步明确交易类禁入适用规则，进一步明确市场禁入对象和适用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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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发布《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
本监审办法（暂行）》
发改委近日发布《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暂
行）》，对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定价方法、监督管理机制等作出规定，具体说明了该价格的构
成。请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修订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定
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标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2021 年修订）》，对有关创业板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规定作出修订。主要变化为：设立创业板并购重组委员会，设立快速审核
机制与小额快速审核机制，明确对重组申报文件的要求等。请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
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上交所修订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定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核标准及相关事项》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2021 年修
订）》，对有关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规定作出修订。主要变化为：设立科创板并购重组
委员会，明确科创板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的科创属性判断原则、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分类审核安
排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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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科创属性持续披露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3 号——科创属性持续披露
及相关事项》，对科创板上市公司科创属性的持续信息披露作出全面规定。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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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1 年 6 月

4

德勤中国业务的联络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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