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12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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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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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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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主要涉及 3 个问题：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

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有关单项交易相关递延所得税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余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 1 个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1 个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涉及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

份支付问题。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 2022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 2022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主

要是强调和澄清了编制 2022 年年报应予关注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重点技术问题，包括执行新收入准则

和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会计处理、资产减值、长期股权投资、合并财务报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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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财政部会同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经修订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主要修订以下内

容：一是扩大拓宽适用行业范围；二是大幅度扩展了安全费用使用范围；三是进一步完善安全费用管理

和监督机制。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修订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23 年度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修改了一些报表项目，同

时对一些报表项目的使用规定予以澄清。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财会〔2020〕

20 号）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

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6 期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

计监管动态 2022 年合辑》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6 期，并将 2022 年发布的 6 期《上海证券

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汇编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 2022 年合辑》。《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

监管动态》包括“沪市会计监管通讯”、 “典型案例研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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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期“典型案例研究”讨论了以下问题：联营企业超额

亏损后续得到弥补的会计处理，PPP 项目子公司合并相关会计处理，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非经常性

损益认定问题，租赁负债利息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债权转移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认定问题。 

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发布《全国股转公司暨北京证券

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1 期 

北交所和新三板近日发布《全国股转公司暨北京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2 年第 1 期。《全国股

转公司暨北京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包括“市场监管通讯”、 “典型案例研究”、“行业交流分

享”和“行业政策资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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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运营收取的水电费以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收入，会计政策变

更还是会计差错更正，建信融通是否作为应付票据核算，通用周转件能否确认为固定资产，员工持股计

划的可行权条件认定。 

http://jx.mof.gov.cn/xxgk/zhengcefagui/202212/t20221230_3861506.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gfzfyyal/202212/t20221214_3857774.htm
http://jx.mof.gov.cn/xxgk/tongzhitonggao/202212/t20221230_3861514.htm
http://jx.mof.gov.cn/xxgk/zhengcefagui/202212/t20221230_3861503.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212/t20221230_3861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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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会议（2022 年 12 月） 

讨论的主题如下： 

• IASB 工作计划更新； 

•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 费率管制活动； 

• 权益法； 

• 商誉和减值； 

• 数字化财务报告； 

• 披露项目 — 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披露； 

• 缺乏可兑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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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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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播的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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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发布有关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要求的实施后复核的结论报告 

IASB 公布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 分类和计量》实施后复核

（PIR）的项目报告和反馈声明。项目报告和反馈声明阐述了 IASB 关于实施后复核的结论。此外，IASB

识别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两个事项，包括： 

• 具有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挂钩特征的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 

• 电子现金转账作为金融资产或负债的结算方式。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内的报告。 

应循程序监督委员会（“DPOC”）批准缩短有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支柱二建议的征求意见

截止期 

在 2022 年 12 月的会议上，DPOC 批准缩短有关 IAS 12 建议修订的征求意见稿（“ED”）的征求意见

截止期。建议的修订引入一项暂时性豁免，从而无需对因实施 OECD 支柱二规则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进行会计处理，并包含涉及受影响主体的有针对性的披露要求。IASB 预计将于 2023 年 1 月发布征求意

见稿。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 DPOC 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

和录播的链接。 

高通货膨胀经济体 – 更新后的国际实务专责小组（“IPTF”）观察名单现已发布 

出于应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的目的，审计质量中心（CAQ）的 IPTF 持续监控“高通货膨

胀”国家的现状。更新后的观察名单现已发布。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CAQ 网站的观察名单。有关应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时应被视为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体，请参阅《2022 年总结》刊物（英文版 | 

中文版）中的“货币与恶性通货膨胀”部分。 

德勤刊物 
 

12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12 月 12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11 月 

2022 年 12 月 19 日 iGAAP 聚焦 — 财务报告：2022 年总结（此简讯同时亦有中文版） 

2022 年 12 月 21 日 iGAAP 聚焦 — 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 — 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向欧盟委员会

提交首套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初稿 

2022 年 12 月 21 日 iGAAP 聚焦 — 欧盟分类标准 — 公司报告要求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dec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2/december-2022-iasb-podcast-now-available/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december/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12/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december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12/iasb-publishes-its-review-of-classification-and-measurement-requirements-related-to-financial-instrument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december/due-process-oversight-committee/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december/due-process-oversight-committee/
https://thecaqprod.wpenginepowered.com/wp-content/uploads/2022/12/IPTF-October-2022-Inflation-Monitoring-Document-for-Staff-Review-11-21-22.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closing-ou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GAAP%20in%20Focus%20-%20Closing%20Out%202022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november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closing-out
http://www.casplus.com/pubs/files/iGAAP%20in%20Focus%20-%20Closing%20Out%202022_cn.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efrag-sustainabilit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efrag-sustainabilit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eu-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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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对《香港会计准则第 1 号》（HKAS 1）的修订《涉及契约的非流动负债》 

HKICPA 发布对 HKAS 1 的修订《涉及契约的非流动负债》（“2022 年修订”），涵盖涉及契约的长期

贷款安排的分类，明确规定须在报告日后遵循的契约不会影响此类贷款安排在报告日的流动或非流动划

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须在财务报表附注内披露有关此类契约的信息。2022 年修订同时推迟了对

HKAS 1 的修订《负债的流动或非流动划分》（“2020 年修订”）的生效日期，以与 2022 年修订的生

效日期保持一致。上述两项修订将作为一揽子修订予以应用，并对自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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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2022 年修订的发布，下列修订和解释公告已作更新： 

• 2020 年修订的生效日期已更新； 

• 《香港解释公告第 5 号——财务报表列报：借款人对包含可随时要求偿还条款的定期贷款的分类》

（HK Int 5 (修订版)）已作更新，以包括提及 2022 年修订的内容，但其结论不受 2022 年修订的影 

  响。 

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KICPA 公布新的和经修订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清单 

HKICPA 已公布适用于截止于 2022 年 12 月年度的经修订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清单。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会议（2022 年 12 月） 

讨论的主题如下： 

• 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的一般要求； 

• 气候相关披露； 

• ISSB 有关议程优先重点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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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B 最新资讯；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会议页面，包括会议议程、议程文件和录播的链接；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细会议汇总 。 

2022 年最佳企业管治及 ESG 大奖 

HKICPA 于 12 月 6 日在香港喜来登酒店圆满举办颁奖午宴并颁发最佳企业管治及 ESG 大奖。评委的一

般观察意见以及对获奖者的评语可参阅 2022 年评委报告。在颁奖的同时，HKICPA 亦对香港董事会的

多元化状况开展简要研究，研究结果载于董事会多元化研究报告。该研究涵盖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止财年的 1,800 多家公司，对董事会的规模、长期任职的独立董事以及在性别、年龄和专业资格（尤其

是会计资格）方面的多元化进行考察。HKICPA 认为，在组织文化和董事会中包容多元化可使组织在多

方面受益，包括其经营业绩。您可点击这里了解详情。 

 

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发布《关于中瑞审计准则与审计监管等效的公告》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中瑞审计准则与审计监管等效的公告》，主要内容为：瑞士审计准则及其认可的

国际审计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准则等效；对于分别在瑞士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并对经

济主体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瑞士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计监管体系等效。您可

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https://www.hkicpa.org.hk/en/Standards-setting/Standards/Members-Handbook-and-Due-Process/HandBook/Updates/Update-No-283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NzA1NjgwMTJkYTQ2NGI2MWIyNTYwN2FiMmIxM2JhMmIiLCJycSI6IjAyLWIyMjM2Mi1hMDM3ZDhmZTEyYTY0NzA1YTk1MGEwMzc2OGRiZjVlNy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Q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3d3dy5oa2ljcGEub3JnLmhrLy0vbWVkaWEvSEtJQ1BBLVdlYnNpdGUvTmV3LUhLSUNQQS9TdGFuZGFyZHMtYW5kLXJlZ3VsYXRpb24vU1NELzA1X01lbWJlcnMtSGFuZGJvb2stYW5kLUR1ZS1Qcm9jZXNzL2Zyc2MvbmFzMTIyMS5wZGY_X2NsZGVlPXY0UGd1V1ExVjQ1QzdxaURKekNRWWNoejQ1M2NiVVFvTEwxcTJKbWRGUjNDN0pKNGRyemptdV9hdmFSTjZQZU0mcmVjaXBpZW50aWQ9Y29udGFjdC1kYjdjNjMxMzAzYTZlYzExYjgxYzAwNTA1NjhkMWIzZS03MDU2ODAxMmRhNDY0YjYxYjI1NjA3YWIyYjEzYmEyYiZlc2lkPWIzMzhkNWE1LTRlN2YtZWQxMS1iODIwLTAwNTA1NjhkNGY4NSJ9/CnH3RaW0TIzxjmnmjVBPLw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2/issb-update-december-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december/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2/december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MjY4MzAwN2IxMzU2NDkzM2FkMTUwNzA0NDhhMjljZWQiLCJycSI6IjAyLWIyMjM0OC0zZDg2OWFhOTc1Nzk0MWUzOWU0NGU5YTA0MzBjYzkwNC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Q0IiwidW4iOiIiLCJ1IjoiaHR0cHM6Ly93d3cuaGtpY3BhLm9yZy5oay8tL21lZGlhL0hLSUNQQS1XZWJzaXRlL05ldy1IS0lDUEEvTmV3cy8yMDIyL0JDRy1uLUVTRy1hd2FyZC9KdWRnZXNSZXBvcnQyMjExMjRfRmluYWwucGRmP2xhPWVuJmhhc2g9QzU4RDY0RjcyNzJFNjlFMzA5QzJBNjZFQUExOUU2RTAmX2NsZGVlPVk0UFc1Mk9ZLWFnd3RnTUQtNm5nQkE2Q0ZFN0hCOTBDS2xIcmc0elljcmpJc1BMWjR2QmdJdzNSQThSVWVqM0kmcmVjaXBpZW50aWQ9Y29udGFjdC1kYjdjNjMxMzAzYTZlYzExYjgxYzAwNTA1NjhkMWIzZS0yNjgzMDA3YjEzNTY0OTMzYWQxNTA3MDQ0OGEyOWNlZCZlc2lkPTczYzAxYWEzLWZkNzktZWQxMS1iODIwLTAwNTA1NjhkNGY4NSJ9/qS7IJBlp2kAICo9twOmBEg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MjY4MzAwN2IxMzU2NDkzM2FkMTUwNzA0NDhhMjljZWQiLCJycSI6IjAyLWIyMjM0OC0zZDg2OWFhOTc1Nzk0MWUzOWU0NGU5YTA0MzBjYzkwNC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Q1IiwidW4iOiIiLCJ1IjoiaHR0cHM6Ly93d3cuaGtpY3BhLm9yZy5oay8tL21lZGlhL0RvY3VtZW50L0FQRC9CQ0dFU0dBL0JvYXJkLWRpdmVyc2l0eS1yZXNlYXJjaF8yMjEyMDFfbXdfY2xlYW5fcG10X3YzLnBkZj9fY2xkZWU9WTRQVzUyT1ktYWd3dGdNRC02bmdCQTZDRkU3SEI5MENLbEhyZzR6WWNyaklzUExaNHZCZ0l3M1JBOFJVZWozSSZyZWNpcGllbnRpZD1jb250YWN0LWRiN2M2MzEzMDNhNmVjMTFiODFjMDA1MDU2OGQxYjNlLTI2ODMwMDdiMTM1NjQ5MzNhZDE1MDcwNDQ4YTI5Y2VkJmVzaWQ9NzNjMDFhYTMtZmQ3OS1lZDExLWI4MjAtMDA1MDU2OGQ0Zjg1In0/Huxp1U_dEB1W7om-C15OXg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MjY4MzAwN2IxMzU2NDkzM2FkMTUwNzA0NDhhMjljZWQiLCJycSI6IjAyLWIyMjM0OC0zZDg2OWFhOTc1Nzk0MWUzOWU0NGU5YTA0MzBjYzkwNC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QzIiwidW4iOiIiLCJ1IjoiaHR0cHM6Ly93d3cuaGtpY3BhLm9yZy5oay9lbi9UaG91Z2h0LWxlYWRlcnNoaXAvQ29ycG9yYXRlLWdvdmVybmFuY2UtYW5kLXN1c3RhaW5hYmlsaXR5L0Jlc3QtQ29ycG9yYXRlLUdvdmVybmFuY2UtYW5kLUVTRy1Bd2FyZHM_X2NsZGVlPVk0UFc1Mk9ZLWFnd3RnTUQtNm5nQkE2Q0ZFN0hCOTBDS2xIcmc0elljcmpJc1BMWjR2QmdJdzNSQThSVWVqM0kmcmVjaXBpZW50aWQ9Y29udGFjdC1kYjdjNjMxMzAzYTZlYzExYjgxYzAwNTA1NjhkMWIzZS0yNjgzMDA3YjEzNTY0OTMzYWQxNTA3MDQ0OGEyOWNlZCZlc2lkPTczYzAxYWEzLWZkNzktZWQxMS1iODIwLTAwNTA1NjhkNGY4NSJ9/fUlqTczoQ7wFqFEid5CM4A
http://jdjc.mof.gov.cn/fgzd/202212/t20221228_3860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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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2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 

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2 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要求会计师事务

所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要求，着力完善质量管理体系；重点关注以下审计风险较高的行业与公司：可能触

发股票退市条件的上市公司，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境外业务占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上市公司，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重点关注以下高风险审计领域：

收入，金融工具，资产减值，在建工程，货币资金。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 发布新的成果清单以协助审计师应对集团审计的质量管理 

IAASB 发布新的成果清单，涵盖《国际审计准则第 220 号——财务报表审计的质量管理》（ISA 220 (修

订版)）与《国际审计准则第 600 号——审计集团财务报表的特殊考虑（包括组成部分审计师的工

作）》（ISA 600 (修订版)）之间的相互影响。成果清单强调了可能受 ISA 220 (修订版)和《国际质量管

理准则第 1 号——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或审阅、其他鉴证或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量管

理》（ISQM 1）影响的集团审计的各个方面，包括经修订的项目组的定义以及领导层、指导、监督和复

核责任。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IAASB 的新版手册现已刊载于 IAASB 网站 

IAASB 发布新版《国际质量控制、审计、审阅、其他鉴证及相关服务公告》手册》。该手册现已刊载于

IAASB 网站。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香港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发布 2022 年度审计关注事项 

为确保审计质素，会财局发布 2022 年度审计关注事项，旨在提醒审计师在执行 2022 年审计工作时，

应考虑和特别留意的关键审计事项和范畴。您可点击这里查阅相关的新闻稿，并点击这里查阅「审计焦

点」。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修订《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经修订的《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修订的主要内容为：增加符合条件的已

境外上市红筹企业豁免适用《科创指引》关于营业收入指标的规定；修订发明专利指标的表述；对个别

法条的引用作了调整。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 年 12 月修订）》 

上交所近日发布经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 年 12 月修

订）》，主要修订以下内容：一是增加符合条件的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豁免适用科创属性关于营业收入

指标的规定；二是修订科创属性发明专利指标和情形的表述；三是细化完善对发行人专项说明、保荐机

构专项意见的具体要求。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上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 年修

订）》 

深交所近日发布经修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 年修

订）》，主要修订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创业板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评价标准；二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

求，增加相关行业限制；三是进一步压严压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四是提高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

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中就其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

载的上述文件。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12/t20221229_63892.html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quality-management-and-group-audits-highlighting-certain-aspects-interaction-between-isa-220-revised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2021-handbook-international-quality-control-auditing-review-other-assurance-and-related-services
https://www.afrc.org.hk/media/tnddepi2/afrc_year-end-audit-reminders_sc.pdf
https://www.afrc.org.hk/media/owofhcmd/year-end-reminder-2022-22-dec-_final.pdf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6940776/content.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star/review/c/c_20221230_5714723.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stock/list/audit/t20221230_5980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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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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

分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365号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317 3500 

 

 

重庆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

分所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88号环球金融中心 43层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7 0978 

 

 

大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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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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肥

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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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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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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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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南京分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47 号国金中

心办公楼一期 40层 

邮政编码：2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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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武汉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武汉分所 

新世界国贸大厦Ⅰ座 49楼 01室 

邮政编码：430000 

电话：+86 (27) 8538 2222 

传真：+86 (27) 8526 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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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华润大厦 9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苏州分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惠路 88号环球财富

广场 1幢 23楼  

邮政编码： 215021  

电话：+ 86 (512) 6289 1238 

传真：+ 86 (512) 6762 3338 / 67 

 

天津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天津分所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3号世纪都会商

厦办公楼 45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2320 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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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南昌分所 

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 129号 

联发广场写字楼 41层 08-09室 

电话：+ 86 (791) 8387 1177 

邮政编码：3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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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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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术

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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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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footerlinks/contact-us.html?icid=nextsteps_contact-us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footerlinks/contact-us.html?icid=nextsteps_contac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