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3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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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 4 项新的临时议程决定，确定 1 项议程决定的终稿，并讨论了 1 项其

他事项。 

临时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 一组年金合同涵盖的承保范围的转让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IFRS 9）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IFRS 16）– 出租人对租赁付款额的减免 

 《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金融工具：列报》（IAS 32）–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将社会  

公众股分类为金融负债或权益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收购时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 

确定终稿的议程决定 

 《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IAS 7）– 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所产生的具有使用限制的

活期存款 

其他事项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 租赁付款额

的减免 – 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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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写的详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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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3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2 月 

2022 年 3 月 17 日 IFRS 聚焦 —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相关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 

2022 年 3 月 25 日 洞察 — 投资者要求就气候变化提供符合《巴黎协定》的公司报告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2021 年总结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 

HKICPA 发布《2021 年总结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刊物，强调了编制截至 2021 年 12 月财务报表的主

体的关键会计考虑事项。该刊物探讨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生效的新颁布和经修订的香港财务报

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2021 年发布的与香港主体有关的议程决定、新冠病毒疫情相关

的财务报告考虑事项、以及气候相关报告。该刊物所强调的考虑事项对截止于 2021 年 12 月之后的财年

也具有相关性。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2/ifric-update-march-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march/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22/march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february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03/deloitte-finanical-reporting-russia-ukraine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a-closer-look/corp-reporting-climate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fco21.pdf?_cldee=dmlja3l5dUBoa2ljcGEub3JnLmhr&recipientid=contact-db7c631303a6ec11b81c0050568d1b3e-791c387c945d4592b9b8fa0d047585fb&esid=70a55455-efa8-ec11-b81b-0050568d4f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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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ISSB 就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般要求和气候相关披露发布首两份征求意见稿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建议确立针对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披露的全球基准，并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启动针对最先制定的两项建议准则的咨询：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1 号—可持续发展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IFRS S1）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S2 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 

该两份征求意见稿以技术筹备工作组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专责小组的建议所制定的

蓝本为基础。上述两项准则将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在首次采用的期间列报比较信息。征求意见稿并未

建议具体的生效日期；征求意见截止期为 202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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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IFRS S1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征求意见稿 IFRS S2 

•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大致汇总有关要求的《概览》   

•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 iGAAP 聚焦简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计划协调统一其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已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声明其各自的准则制定理事会—

—ISSB 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GSSB”）将寻求协调其工作计划和准则制定活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基金会和 GRI 将通过协同合作提供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两大“重心” ——首个重心为 ISSB

制定的 IFRS 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代表以投资者为导向的资本市场准则），第二重心为 GSSB 制定的

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与第一重心相兼容并旨在满足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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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证监会（“SEC”）建议制定气候相关披露要求 

SEC 发布题为“加强并规范针对投资者的气候相关披露”的建议规则。建议的规则将要求 SEC 注册人

在其注册陈述书和定期报告中纳入特定的气候相关披露（包括关于合理认为可能对其业务、经营成果或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气候相关风险的信息），并在其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附注中包括特定的气候相关

财务报表衡量指标。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刊载于 SEC 网站的新闻稿  

 刊载于 SEC 网站的成果清单 

 刊载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网站的 IFAC 声明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前瞻简讯  

审计 

香港 

HKICPA 就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审计及审计师影响的最新进展发布提示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一项提示，强调审计师应予考虑的、自疫情爆发以来 HKICPA 及其他

机构先前发布的多份刊物所包含的关键事项。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3/issb-delivers-proposals-that-create-comprehensive-global-baseline-of-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general-sustainability-related-disclosures/exposure-draft-ifrs-s1-general-requirements-for-disclosure-of-sustainability-related-financial-information.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issb-exposure-draft-2022-2-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general-sustainability-related-disclosures/snapshot-exposure-draft-ifrs-s1-general-requirements-for-disclosure-of-sustainability-related-financial-information-and-exposure-draft-s2-general-sustainability-related-disclosures.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22/issb-sustainability-reporting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3/ifrs-foundation-signs-agreement-with-gri/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2-46
https://www.sec.gov/files/33-11042-fact-sheet.pdf
https://www.ifac.org/news-events/2022-03/ifac-welcomes-us-sec-s-action-enhance-climate-disclosures-continues-support-global-alignment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us/heads-up/2022/issue-4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3_Our-views/Financial-Reporting-Auditing-and-Ethics-Alert/42alert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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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有效性的通知》（“《内控通知》”） 

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内控通知》，将 7 个事项列为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重点领域：资金资产活动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收入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成本

费用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投资活动相关舞弊和错报的风险与控制，关联交易相关舞弊和错报

的风险与控制，重要风险业务和重大风险事件相关的风险与控制，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风险与控制。

《内控通知》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重点关注上述 7 个领域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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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分别发布有关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

托凭证上市交易的规定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深交所近

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分别对境外交易所

上市公司的存托凭证到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作出规定，包括上市条件、申请文件、后续信息披露等。您

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有关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监管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深交所近日

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分别对上市公司发生破

产重整时的信息披露等作出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和这里阅读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

取上述文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发布的文件 

新三板近期发布了关于修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临时公告格式模板》的通知，该文件修订了新

三板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模板，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公告格式模板。您可以点击这里获取上述文

件。 

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 2021 上市委员会报告 

此报告载述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工作，并摘录上市委员会年内处理的事

宜。2021 年，上市委员会审理了 119 份上市申请（较前一年减少 21%），并对 18 宗复核及 29 宗纪律

个案进行聆讯。上市委员会属下的小组委员会亦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事宜、检讨

GEM、企业管治/环境、社会及管治（ESG）事宜、上市发行人股份计划以及《上市规则》有关建簿及

配售的修订。年内联交所刊发了四份新指引信、两项新上市决策、六份咨询文件及五份咨询总结。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203/t20220318_3796327.htm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global/slsc/c/c_20220325_5700283.s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20325_592080.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331_5700541.shtml
https://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220331_592199.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12122.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How-We-Regulate/Listing-Committee/Listing-Committee-Report/AnnualRpt_2021dec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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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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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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及遗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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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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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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