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4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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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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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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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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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营销业务收

入的会计处理，可行权日后自愿延长股权激励限售期的会计处理，公司为获取技术经验让渡子公司股权

的会计处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融资性售后租回再转租的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22 年 4 月会议 

讨论的主题如下: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IFRS 9）实施后复核 — 分类和计量 

 权益法 

 管理层评论 

 商誉和减值 

 主财务报表 

 《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准则第二轮综合复核 

 披露项目 — 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披露 

 维护和一致应用 

 第三轮议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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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最新资讯（2022 年 4 月）》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议程及相关议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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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详尽会议汇总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2022 年 4 月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在 2022 年 4 月的会议中确定了下述议程决定的终稿：《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 当事人和代理人：软件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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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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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4 月 7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3 月 

2022 年 4 月 21 日 iGAAP 聚焦 — 财务报告 — 截止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或以后日期期间的报告 — 土耳其通

货膨胀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april-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april/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04/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apri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2/ifric-update-april-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april/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frs-ic/2022/april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march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inflation-turkey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2/inflation-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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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成立工作组以增强全球基准与司法管辖区具体举措之间的兼容性 

ISSB 成立一个由多个司法管辖区组成的工作组，以增强 ISSB 征求意见稿（ED/2022/S1《可持续发展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和 ED/2022/S2《气候相关披露》）与司法管辖区具体举措之间的兼容

性。具体而言，工作组将“讨论这些举措的兼容性，以确定全面回应全球市场参与者需求的全球基准如

何能够有助于优化该等司法管辖区内公司的报告效率，以及该等司法管辖区可如何应其需求以全球基准

为依据制定相关举措”。工作组由来自中国财政部、欧盟委员会（“EC”）、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

（“EFRAG”）、日本金融服务管理局、日本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筹备委员会、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

和美国证监会的成员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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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ISSB 征求意见稿的近期网络研讨会录播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有关 ISSB 征求意见稿的近期网络研讨会录播。网络研讨会讨论的内容如

下： 

 ISSB 征求意见稿简介与概览 

 如何就 ISSB 征求意见稿提供反馈意见 

 问题与解答 

请点击通过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新闻稿查阅相关的网播。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推出董事会多元化数据库并优化 ESG Academy 

联交所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刊发监管通讯，推出全新的董事会多元化数据库，并于 ESG Academy 新

增「实践 ESG」一栏。 

聚焦董事会多元化及包容性 

联交所致力推动发行人实现董事会多元化，《上市规则》今年新增规定，不再接受发行人董事会只有单

一性别的成员。新数据库「聚焦董事会多元化及包容性」旨在提升有关董事会多元化的信息透明度，让

投资者及持份者知悉发行人在实践董事会多元化的政策与方针。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年龄、性别及在任时

间等的数据将集中于此平台。发行人、投资者及持份者可在拣选行业后，将个别公司与其同业的表现作

对照评估。 

实践 ESG 

继 2021 年 11 月刊发广受欢迎的《气候信息披露指引》后，联交所的 ESG Academy 再新增「实践

ESG」一栏。新栏目载有联交所的最新 ESG 监管重点，并提供表现出色、值得效法的发行人 ESG 实践

范例。联交所会继续检讨其 ESG 框架，当中尤其着重董事会管治和气候相关披露（包括进一步按 TCFD

（气候相关财务资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以及采纳由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制定的新准则作出有关

汇报），将适时向市场提供进一步指引。 

EFRAG 发布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初稿 

EFRAG 就有关 ESRS 的征求意见稿（“EFRAG ED”）开展公众咨询。根据欧盟委员会建议的企业可持

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草案，ESRS 目的旨在明确针对修订后会计指令的新可持续发展报告要

求。与 CSRD 建议所规定的首套准则相对应的 13 份 EFRAG ED 涵盖下述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 

 跨领域 EFRAG ED（ESRS 1 和 ESRS 2） 

 涵盖特定主题的准则 — 环境（ESRS E1 至 ESRS E5） 

 涵盖特定主题的准则 — 社会（ESRS S1 至 ESRS S4） 

 涵盖特定主题的准则 — 公司治理（ESRS G1 和 ESRS G2） 

请点击通过刊载于 EFRAG 网站的新闻稿查阅 EFRAG ED。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4/issb-establishes-working-group-to-enhance-compatibility-between-global-baseline-and-jurisdictional-initiatives/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webinars-on-the-issbs-exposure-drafts/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2/220429news?sc_lang=zh-cn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chi/BoardDiversity/index_c.htm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sc_lang=zh-CN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ESG-in-Practice?sc_lang=zh-CN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ESG-in-Practice?sc_lang=zh-CN
https://www.efrag.org/News/Public-350/EFRAG-launches-a-public-consultation-on-the-Draft-ESRS-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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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提示会计师事务所关注可能触发股票退市条件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可能触发股票退市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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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收入审计，期初余额审计，重大非常规交易和异常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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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业绩大幅波动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互联网行业业绩大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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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了解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其影响，结合行业特点设计有针对性

的审计程序，针对舞弊设计更有效的审计程序，内部控制的有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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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业务占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境外业务占比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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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业务经营风险，集团审计，境外业务收入确认风险，境外资产减值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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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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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违规对持续经营的影响，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和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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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报披露日承接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临近年报披露日承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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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任会计师的沟通，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和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重大非常

规交易的合理性。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促进集团审计准则现代化以支持审计质量 

IAASB 发布《国际审计准则第 600 号》（修订版）。修订后的准则涵盖适用于集团财务报表审计（集团

审计）的特殊考虑。修订后的准则对自 2023 年 12 月 15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期间的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生

效。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拓宽公共利益实体（“PIE”）的定义 

IESBA 拓宽 PIE 的定义，并补充《国际专业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其他修订后的规定。修订后的 PIE 定

义及相关规定对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期间的财务报表审计生效。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

多详情。 

https://www.cicpa.org.cn/xxfb/news/202204/t20220415_63467.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news/202204/t20220415_63468.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news/202204/t20220420_63475.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news/202204/t20220421_63478.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news/202204/t20220421_63479.html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2-04/iaasb-modernizes-its-standard-group-audits-support-audit-quality
https://www.complianceweek.com/accounting-and-auditing/iesba-broadens-definition-of-public-interest-entity/31592.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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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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改

善市场环境、减免收费、鼓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和现金分红等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稳定证券市场的措

施。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决定》，规定申请人均应已持

续经营 3 年以上，取消了“但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这一例外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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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经修订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主要修订内容为：明确投资者关

系管理的定义、适用范围和原则（例如：明确在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的境外公司参照执行本

指引），增加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方式（例如：增加有关网站、新媒体平台等新沟通渠道的规

定），明确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组织和实施并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例如：增加对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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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为推进公募基金行业发展

拟采取的措施，包括：鼓励差异化发展，支持基金管理公司设立专业化的子公司，专门从事特定的资产

管理业务（如 REITs 等）；放松公募基金牌照限制，推进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优质金融机

构依法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强化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提升监管效能等。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完善公司债券注册制配套业务规则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完善了公司债券注册制配套业务规则。

主要修订内容为：规范和简化审核规则，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等。您可以点击这

里、这里、这里、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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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和深交所修订有关债券发行审核的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3 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

（2022 年修订）》，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1 号——审

核重点关注事项（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2 号——申

请文件及其编制要求》，主要修订内容为：完善信息披露要求，增加审核工作透明度，明确发行人和中

介机构的责任等。您可以点击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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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2327116/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3/c2322375/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2334702/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2368241/content.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listing/corporatebond/c/c_20220426_5701525.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listing/corporatebond/c/c_20220426_5701525.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listing/corporatebond/c/c_20220426_5701526.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review/c/c_20220422_5701374.s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20422_592534.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20422_592535.html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20422_592533.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bond/review/c/c_20220429_5701756.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bond/bonds/list/t20220429_592694.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bond/bonds/list/t20220429_592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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