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2 年 7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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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 1 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问答》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2 年第 1 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问答》，涉及应收账款（3 个）、存货（3

个）、投资（4 个）、固定资产（10 个）和无形资产（2 个）的会计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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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 1 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 2022 年第 1 批《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应用案例》，涉及投资（3 个）、固定资产（4

个）、负债（3 个）、报告（3 个）和公立医院成本核算（4 个）。您可以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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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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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风险管理； 

 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 

 费率管制活动； 

 披露项目 – 有针对性的准则层面披露复核； 

 管理层评论；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对 IFRS 9 的修订）； 

 商誉和减值； 

 主财务报表； 

 IFRS 9 实施后复核 – 减值； 

 维护和一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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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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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B 通过发布反馈声明结束议程咨询 

IASB 于 2021 年开展第三轮公众咨询，以就其未来工作计划的战略方向和总体平衡广泛征询公众意见。

该反馈有助于制定 IASB 的活动和工作计划。未来 5 年的三大战略重点为：  

 在保持 IASB 活动的战略方向和平衡的同时，稍微加大力度开发数字化财务报告，并促使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IFRS）会计准则更易于被理解和获取； 

 当前项目的进展； 

 将无形资产、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中的气候相关风险添加至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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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声明 

 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概述 IASB 2002 至 2026 年技术工作重点的《概览》  

 

 

 

 

http://kjs.mof.gov.cn/zt/zfkjzz/sswd/
http://kjs.mof.gov.cn/zt/zfkjzz/yya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july-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8/july-2022-iasb-podcast-now-available/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july/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22/07/work-plan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asb/2022/july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7/iasb-sets-out-its-2022-2026-priorities/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third-agenda-consultation/thirdagenda-feedbackstatement-july2022.pdf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third-agenda-consultation/thirdagenda-snapshot-july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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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发布编辑更正 

IASB 发布 2022 年第二批编辑更正。相关更正涉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章程》的相同内容载于

2022 年红皮书和附有注释的红皮书。请点击查阅刊载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网站的编辑更正页

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发布下列议程决定： 

 低排放车辆负积分 –《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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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会计准则第 32 号——

金融工具：列报》（IA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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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号——保险合同》（IFRS 17）。 

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播客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2022 年第二季度工作进展的播客。该

播客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主席兼 IASB 成员 Bruce Mackenzie 和技术人员 Patrina 

Buchanan 主持，并着重关注： 

 当事人和代理人：软件经销商； 

 低排放车辆负积分； 

 通过电子转账收取现金作为金融资产的结算； 

 一组年金合同涵盖的承保范围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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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母公司对非恶性通货膨胀子公司的合并； 

 多币种保险合同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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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刊物 
 

7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2 年 7 月 5 日 IFRS 要闻 —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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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讨论的主题如下： 

• 有关议程工作重点的咨询； 

• 可持续发展相关披露和气候相关披露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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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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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文件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德勤观察员编制的详细会议汇总 

 

 

 

 

 

 

 

 

 

https://www.ifrs.org/issued-standards/editorial-corrections/
https://www.ifrs.org/issued-standards/editorial-corrections/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TYxMmYyMjY2MGIzNDdlNzhiMzRhMjFiODk0YjA3MDkiLCJycSI6IjAyLWIyMjIwOC04N2JlZTVjNWY5YTY0MzhhYTQyNmJmMmE1NTIzZTA3Ny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Y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3d3dy5pZnJzLm9yZy9jb250ZW50L2RhbS9pZnJzL3N1cHBvcnRpbmctaW1wbGVtZW50YXRpb24vYWdlbmRhLWRlY2lzaW9ucy8yMDIyL25lZ2F0aXZlLWxvdy1lbWlzc2lvbi12ZWhpY2xlLWNyZWRpdHMtanVsLTIwMjIucGRmP19jbGRlZT1VWWJNVmJUSjhnMnY3YVVzeDBpaXRob1ZYVFBPSGdyS0FBS0RFQnphUTR6THNOd2E3WlZjdGNhLThndUFxNnVVJnJlY2lwaWVudGlkPW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TYxMmYyMjY2MGIzNDdlNzhiMzRhMjFiODk0YjA3MDkmZXNpZD0wYjY1NmM5OS02YTA5LWVkMTEtYjgxZC0wMDUwNTY4ZDRmODUifQ/drXQ5J_OuyJywOsmqenGTg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TYxMmYyMjY2MGIzNDdlNzhiMzRhMjFiODk0YjA3MDkiLCJycSI6IjAyLWIyMjIwOC04N2JlZTVjNWY5YTY0MzhhYTQyNmJmMmE1NTIzZTA3Ny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c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3d3dy5pZnJzLm9yZy9jb250ZW50L2RhbS9pZnJzL3N1cHBvcnRpbmctaW1wbGVtZW50YXRpb24vYWdlbmRhLWRlY2lzaW9ucy8yMDIyL3NwYWMtY2xhc3NpZmljYXRpb24tb2YtcHVibGljLXNoYXJlcy1hcy1maW4tbGlhYmlsaXRpZXMtb3ItZXF1aXR5LWp1bC0yMDIyLnBkZj9fY2xkZWU9VVliTVZiVEo4ZzJ2N2FVc3gwaWl0aG9WWFRQT0hncktBQUtERUJ6YVE0ekxzTndhN1pWY3RjYS04Z3VBcTZ1VSZyZWNpcGllbnRpZD1jb250YWN0LWRiN2M2MzEzMDNhNmVjMTFiODFjMDA1MDU2OGQxYjNlLWE2MTJmMjI2NjBiMzQ3ZTc4YjM0YTIxYjg5NGIwNzA5JmVzaWQ9MGI2NTZjOTktNmEwOS1lZDExLWI4MWQtMDA1MDU2OGQ0Zjg1In0/3LXmRucGpifoSx8HBDB5VQ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TYxMmYyMjY2MGIzNDdlNzhiMzRhMjFiODk0YjA3MDkiLCJycSI6IjAyLWIyMjIwOC04N2JlZTVjNWY5YTY0MzhhYTQyNmJmMmE1NTIzZTA3Ny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c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3d3dy5pZnJzLm9yZy9jb250ZW50L2RhbS9pZnJzL3N1cHBvcnRpbmctaW1wbGVtZW50YXRpb24vYWdlbmRhLWRlY2lzaW9ucy8yMDIyL3NwYWMtY2xhc3NpZmljYXRpb24tb2YtcHVibGljLXNoYXJlcy1hcy1maW4tbGlhYmlsaXRpZXMtb3ItZXF1aXR5LWp1bC0yMDIyLnBkZj9fY2xkZWU9VVliTVZiVEo4ZzJ2N2FVc3gwaWl0aG9WWFRQT0hncktBQUtERUJ6YVE0ekxzTndhN1pWY3RjYS04Z3VBcTZ1VSZyZWNpcGllbnRpZD1jb250YWN0LWRiN2M2MzEzMDNhNmVjMTFiODFjMDA1MDU2OGQxYjNlLWE2MTJmMjI2NjBiMzQ3ZTc4YjM0YTIxYjg5NGIwNzA5JmVzaWQ9MGI2NTZjOTktNmEwOS1lZDExLWI4MWQtMDA1MDU2OGQ0Zjg1In0/3LXmRucGpifoSx8HBDB5VQ
http://elink.hkicpa.org.hk/c/7/eyJhaSI6NTI5ODQ2NDEsImUiOiJ2aWNreXl1QGhraWNwYS5vcmcuaGsiLCJyaSI6ImNvbnRhY3QtZGI3YzYzMTMwM2E2ZWMxMWI4MWMwMDUwNTY4ZDFiM2UtYTYxMmYyMjY2MGIzNDdlNzhiMzRhMjFiODk0YjA3MDkiLCJycSI6IjAyLWIyMjIwOC04N2JlZTVjNWY5YTY0MzhhYTQyNmJmMmE1NTIzZTA3NyIsInBoIjpudWxsLCJtIjp0cnVlLCJ1aSI6IjgiLCJ1biI6IiIsInUiOiJodHRwczovL3d3dy5pZnJzLm9yZy9jb250ZW50L2RhbS9pZnJzL3N1cHBvcnRpbmctaW1wbGVtZW50YXRpb24vYWdlbmRhLWRlY2lzaW9ucy8yMDIyL3RyYW5zZmVyLW9mLWluc3VyYW5jZS1jb3ZlcmFnZS11bmRlci1hLWdyb3VwLW9mLWFubnVpdHktY29udHJhY3RzLWp1bC0yMDIyLnBkZj9fY2xkZWU9VVliTVZiVEo4ZzJ2N2FVc3gwaWl0aG9WWFRQT0hncktBQUtERUJ6YVE0ekxzTndhN1pWY3RjYS04Z3VBcTZ1VSZyZWNpcGllbnRpZD1jb250YWN0LWRiN2M2MzEzMDNhNmVjMTFiODFjMDA1MDU2OGQxYjNlLWE2MTJmMjI2NjBiMzQ3ZTc4YjM0YTIxYjg5NGIwNzA5JmVzaWQ9MGI2NTZjOTktNmEwOS1lZDExLWI4MWQtMDA1MDU2OGQ0Zjg1In0/u0tQEPpQIowTD_AVyoC0aw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7/q2-2022-ifrs-interpretations-committee-podcast-now-available/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22/june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ssb/2022/issb-update-july-2022/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7/first-episode-of-the-issb-podcast-now-available/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calendar/2022/july/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asplus.com/en/meeting-notes/issb/2022/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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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国际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建议作出有限范围修订，以具体落实旨在提升独立性透明度的国际会计

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守则修订 

IAASB 发布建议对《国际审计准则第 700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意见和报告》（ISA 700 (修订版)）和

《国际审计准则第 260 号——与治理层沟通》（ISA 260(修订版)）作出的有限范围修订。建议的修订将

有助于具体落实近期经批准的与上市主体和公众利益实体相关的 IESBA《国际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

（包括国际独立性准则）修订。对 IESBA 守则的修订要求事务所公开披露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应用针

对公众利益实体的独立性要求的具体时间。您可点击这里了解更多详情。 

有关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识别及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新实施指引现已发布 

IAASB 发布《国际审计准则第 315 号——识别及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首次实施指引。该实施指引对自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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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工商联”）发布《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 

发改委、中国证监会、工商联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

要求通过加强服务、鼓励创新、改善沟通等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同时要求加强监管、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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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5 号——从事药品及医疗器械业务的公司招股说

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5 号——从事药品及医疗器械业务的

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针对药品及医疗器械行业的特点对该行业公司的信息披露提出要

求，其中财务信息方面，要求重点披露与收入确认、研发投入、销售费用有关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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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发布有关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的指引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保

障性租赁住房（试行）》，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

第 4 号——保障性租赁住房（试行）》，在资金使用、运营年限、信息披露等方面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提供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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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及获取上述文件。 

上交所和深交所修订有关公告格式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2022 年 7 月修

订）》，深交所近日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2022 年 7 月

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2022 年 7 月修

订）》，根据最新法规更新了上市公司的公告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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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获取上述文件。 

 

 

 

https://www.iaasb.org/news-events/2022-07/iaasb-proposes-narrow-scope-amendments-operationalize-changes-iesba-code-enhance-transparency-about
https://www.iaasb.org/publications/isa-315-first-time-implementation-guide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4697940/content.s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54/c4917335/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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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 

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对

在深交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审核程序做了具体说明。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深交所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

及获取上述文件。 

 

香港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建议修订有关上市发行人股份计划的《上市规则》条文咨询总结 

联交所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刊发建议修订有关上市发行人股份计划的《上市规则》条文的咨询总结，

阐述有关旨在将《上市规则》扩大至涵盖规管股份期权计划及股份奖励计划、修订特定要求以提升股份

计划相关的监管，以及改善有关授予股份期权及股份奖励的披露质素的建议。联交所决定采纳咨询文件

的建议，并因应回应人士的意见对某些建议作出适当的修改，主要涉及薪酬委员会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角色、归属期以及附属公司的股份计划等。《上市规则》的若干修订包括：(i) 涉及上市发行人发行新股

的股份计划，(ii) 涉及上市发行人现有股份的股份计划，以及 (iii) 上市发行人附属公司的股份计划。 

有关修订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允许提前采用。对于在建议中规则修订生效日期之时有效的现有

股份计划，联交所将提供过渡安排。联交所亦刊发了一系列常问问题，就经修订《上市规则》条文以及

现有股份计划的过渡安排提供指引。此外，联交所亦会对《GEM 上市规则》作出一项轻微修订，令有

关 GEM 发行人日后发行费用支付日期的规定与主板发行人一致，此修订将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生效。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bond/bonds/list/t20220715_594814.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October-2021-Share-Schemes/Conclusions-(July-2022)/cp202110cc_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20083-2022%20to%20101-202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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