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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发展：2000—2020年：感恩20年相伴，助你梦想成真

理念：学员利益至上，一切为学员服务

成果：18个不同类型的品牌网站，涵盖13个行业

奋斗目标：构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完全教育体系”

发展：正保远程教育旗下的第一品牌网站

理念：精耕细作，锲而不舍

成果：每年为我国财经领域培养数百万名专业人才

奋斗目标：成为所有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发展：正保远程教育主打的品牌系列辅导丛书

理念：你的梦想由我们来保驾护航

成果：图书品类涵盖会计职称、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经济

师、财税、实务等多个专业领域

奋斗目标：成为所有会计人实现梦想路上的启明灯

正保远程教育

中华会计网校

“梦想成真”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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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特色

应试指导及同步训练2

4

深入解读本章考点及考试变

化内容

全方位透析考试，钻研考点

了解命题方向和易错点

夯实基础，快速掌握答题技巧

本章知识体系全呈现

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3
避开设题陷阱 快速查漏补缺

名师精心预测，模拟演练，

助力通关

考前预测试题

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解读考试整体情况，

了解大纲总体框架

1

２０２０ 年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注册会计师证书是会计行业最具含金量的证书， 其社会认可度高、 业界认同感强， 是多少

会计工作者的追求和梦想。 但注会考试科目多、 难度大、 通过率低， 对考生要求甚高， 因此了

解考试的特点， 掌握好的学习方法， 选择有针对性的复习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法》
科目备考过程中， 考生应当熟知考核内容， 熟悉命题规律， 熟练掌握应试技巧， 达到理解到

位、 记忆精准、 运用自如的程度， 从而胸有成竹地走进考场。 为了帮助考生达到这一目标， 本

书首先对《经济法》的考核特点和题型特点进行深度剖析， 让考生对此有深入的认识； 然后介

绍有针对性的备考方法， 让考生提早做好学习安排； 接着紧紧围绕考试大纲的范围和要求对知

识点进行梳理和解析， 并配以有针对性的练习， 让考生打好基础、 循序渐进， 在精准理解和记

忆重要知识点的基础上， 熟悉和把握命题规律， 强化练习， 掌握应试技巧， 并进一步形成知识

体系、 融会贯通， 最终实现： 走进考场从容不迫， 通过考试水到渠成！

一、辅导教材内容体系

（一）辅导教材基本结构

如上图所示， 辅导教材总共四编十二章， 在内容安排上是层层递进、 逐步深入的， 从法律

的基本概念、 基础原理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基本制度， 再到商业活动必不可少的商法基本

制度， 再到市场管理不可或缺的经济法重要制度。 这样的内容安排不仅体现了法律体系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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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节名称 变化内容

　

　

　

２０２０ 年各章节具体调整内容我们还会在本书各章节的“本章 ２０２０ 年考试主要变化”栏目中

进行详细阐述， 提醒考生朋友在学习时重点关注。

二、考核特点分析

对《经济法》科目的考试， 很多考生存在以下两大误区：
误区之一： 经济法是注会考试中最容易的一个科目。 很多考生误认为， 经济法在注会考试

六大科目中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们少花点时间没问题的。 实际情况是， 经济法科目不是最难的

科目， 但也并非是最简单的科目。 仅就通过率而言， 根据中注协已经公布的注册会计师各科目

近年来的通过率， 在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８ 年期间， 经济法科目的通过率只在 ２０１４ 年曾位居榜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都居于第二位，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居于第三位。 可见， 经济法考试

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难是常态， 不难只是相对而言。
误区之二： 经济法只需要“会背”即可。 很多考生误认为， 经济法这门课， 背下来甚至考

前突击背一背就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是， 仅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通过“经济法”考试的。 根

据考生回顾的 ２０１９ 年试题， 在一套试卷中， 纯记忆性的题目（即把辅导教材或法条中某一句话

或某一段话背下来即可得分的）， 单选题与多选题一共 １６ 题左右， 分值为 １９ 分， 在客观题分

值中占比 ４２％（该比例相较 ２０１８ 年有所降低， ２０１８ 年纯记忆性题目单选题与多选题一共 ２４ 题

左右， 分值约为 ２８ 分， 占到客观题分值的 ６０％）。 其他题目， 特别是案例分析题， 显然不是背

下来就能得分的。
那么， 《经济法》科目考核的特点究竟如何呢？ 通过对近几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科

目的分析， 该科目考试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 全面覆盖， 但又重点突出。 《经济法》考试向来章章有考题， 考试全面覆盖每一章

内容， 绝不“顾此失彼”； 但同时其考核的重点又是突出和明确的， 绝对是“厚此薄彼”。 如前

所述， 经济法科目的重点章节包括： 物权法律制度、 合同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 证券法律

制度、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票据法律制度等， 考试中占重要地位的案例分析题一般出现在上述

重点章之中， 且考试分值在整个试卷中所占比例将近 ７５％。 因而考生牢固掌握上述各章的重点

内容， 并融会贯通， 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 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 学习时尽可能全

面掌握辅导教材， 扩大复习的广度。
第二， 综合考核考生的“三个能力”———记忆、 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 本科目考试不仅要

求考生记住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规定， 还要求考生切实理解这些理论和制度， 并且能够运

用它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从《经济法》科目的试题设计来看， 主观题即案例分析题

当然考查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即便是客观题除了部分题目属于记忆性的题目之

外， 很多题目也是通过对知识点进行归纳、 解读甚至通过小案例或计算等方式进行考查， 而不

是背段话就能得分的。 其中， 案例分析题除了重在考核考生运用法律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之外， 还倾向于将不同章节的法律知识联系起来系统考核， 在四个案例分析题中，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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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考前预测试题

预测试题（一）

一、 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 ２４ 小题， 每小题 １
分， 共 ２４ 分。）
１． 下列关于我国的法律渊源说法正确的

是（　 ）。
Ａ． 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 其作

出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Ｂ．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是行政法规

Ｃ． 司法解释仅指最高人民法院院对审判工

作中具体应用法律、 法令问题进行的解释

Ｄ． 地方性法规是有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

府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２． 下列关于法律关系的主体说法不正确的

是（　 ）。
Ａ． 外国人可成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

Ｂ． 营利法人从成立时起既有权利能力又有

行为能力

Ｃ． 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 但能成为法

律关系的主体

Ｄ．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一律平等

３． 下 列 关 于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说 法 正 确 的

是（　 ）。
Ａ． 赠与是单方行为、 无偿行为

Ｂ． 授予代理权是双方行为、 不要式行为

Ｃ． 担保合同是从行为、 要式行为

Ｄ． 买卖合同是处分行为、 有偿行为

４． 刘某谎称是甲企业推销员， 向乙推销甲企

业产品， 并用伪造的甲公司公章与不知情

的乙签订了买卖合同。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

的是（　 ）。
Ａ． 刘某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

Ｂ． 乙可以催告甲在 １ 个月内予以追认， 如

果甲未作表示， 则视为追认

Ｃ． 乙享有撤销权， 但在甲追认后， 乙的撤

销权消灭

Ｄ． 该买卖合同无效

５． 甲乙因一套房屋的产权发生争议， 登记簿

记载甲的名字， 乙认为自己是共有人， 要

求加名， 甲不同意， 乙可以申请（　 ）。
Ａ． 预告登记 Ｂ． 异议登记

Ｃ． 变更登记 Ｄ． 转移登记

５． （修订版备用）甲公司分别向乙银行、 丙银

行借款， 以自己所有的一辆车抵押， 并先

后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后来甲将该车质

押给丁公司借款。 对此， 下列说法不正确

的是（　 ）。
Ａ． 如果甲将车转让给丁， 到期甲不清偿

债务， 乙、 丙可以就该车行使抵押权

Ｂ． 若甲不清偿债务， 乙、 丙的抵押权优先

于丁的质权

Ｃ． 甲将车交付给丁时， 丁的质权成立

Ｄ． 若甲清偿了欠丁的借款， 未清偿欠乙、

２５５

２０２０ 年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一、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可撤销

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效力待定民事法

律行为 扫 我 解 疑 难

这是三种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状况， 各

自包含的行为类型是特定的， 不存在交叉的

问题。
１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有：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纯获利益除外）； 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

律行为； ③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④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⑤行为人与相对人以

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２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①基于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

行为； ③一方以欺诈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方欺诈需对方知情方可撤销）； ④一方或

第三方以胁迫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３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狭义无权代

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

施的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

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行为中属于无效民事

法律行为的是（　 ）。
Ａ． 甲误以为李大为李二而与之订立的合同

Ｂ． 乙受张大胁迫向张二购买二手汽车的行为

Ｃ． 丙和丁恶意串通实施的损害戊利益的行为

Ｄ． 己受庚欺诈将手机低价卖给辛的行为

解析 本题考核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选项

ＡＢＤ 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 Ｃ
【例题 ２·多选题】 郭某 １６ 周岁， 有音乐天

赋， 决心北漂实现梦想， 已签约一家演艺公

司独自生活。 在其成长过程中， 发生以下事

项： ６ 岁时， 爷爷赠其一把小提琴； １０ 岁时，
舅舅赠其风琴一台； １５ 岁时， 郭某用压岁钱

购买价值 １０ 万余元的古董钢琴一架。 对郭某

及其行为的效力说法正确的有（　 ）。
Ａ． 郭某未满 １８ 周岁，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Ｂ． 郭某 ６ 岁时接受爷爷赠与小提琴的行为有效

Ｃ． 郭某 １０ 岁时接受舅舅赠与风琴的行为无效

Ｄ． 郭某 １５ 岁时购买古董钢琴的行为效力待定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郭某

已满 １６ 周岁，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

活来源，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选项 Ａ
错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行为有

效， 选项 Ｂ 正确； 限制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

行为有效， 选项 Ｃ 错误。 答案 ＢＤ

二、 无权代理 ＶＳ 表见代理

扫 我 解 疑 难

无权代理是广义的概念， 包括狭义的无权代

理和表见代理。 二者共同点是： 前提都是代

理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

以后实施的代理行为； 二者的区别是： 狭义

无权代理中， 没有达到让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代理人有代理权的程度， 因此被代理人有追

认权， 相对人有催告权，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

权， 主要保护的是被代理人； 而表见代理中，
有让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表见事实，
因此被代理人必须承担责任， 主要保护的是

善意相对人。

【例题 １·单选题】 甲公司业务员李某经公司

授权到乙公司购买台式电脑若干， 李某到乙

公司后与乙公司销售经理相谈甚欢， 于是表

４３５

２０２０ 年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一、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可撤销

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效力待定民事法

律行为 扫 我 解 疑 难

这是三种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状况， 各

自包含的行为类型是特定的， 不存在交叉的

问题。
１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有：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纯获利益除外）； 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

律行为； ③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④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⑤行为人与相对人以

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２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①基于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

行为； ③一方以欺诈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方欺诈需对方知情方可撤销）； ④一方或

第三方以胁迫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３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狭义无权代

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

施的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

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行为中属于无效民事

法律行为的是（　 ）。
Ａ． 甲误以为李大为李二而与之订立的合同

Ｂ． 乙受张大胁迫向张二购买二手汽车的行为

Ｃ． 丙和丁恶意串通实施的损害戊利益的行为

Ｄ． 己受庚欺诈将手机低价卖给辛的行为

解析 本题考核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选项

ＡＢＤ 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 Ｃ
【例题 ２·多选题】 郭某 １６ 周岁， 有音乐天

赋， 决心北漂实现梦想， 已签约一家演艺公

司独自生活。 在其成长过程中， 发生以下事

项： ６ 岁时， 爷爷赠其一把小提琴； １０ 岁时，
舅舅赠其风琴一台； １５ 岁时， 郭某用压岁钱

购买价值 １０ 万余元的古董钢琴一架。 对郭某

及其行为的效力说法正确的有（　 ）。
Ａ． 郭某未满 １８ 周岁，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Ｂ． 郭某 ６ 岁时接受爷爷赠与小提琴的行为有效

Ｃ． 郭某 １０ 岁时接受舅舅赠与风琴的行为无效

Ｄ． 郭某 １５ 岁时购买古董钢琴的行为效力待定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郭某

已满 １６ 周岁，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

活来源，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选项 Ａ
错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行为有

效， 选项 Ｂ 正确； 限制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

行为有效， 选项 Ｃ 错误。 答案 ＢＤ

二、 无权代理 ＶＳ 表见代理

扫 我 解 疑 难

无权代理是广义的概念， 包括狭义的无权代

理和表见代理。 二者共同点是： 前提都是代

理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

以后实施的代理行为； 二者的区别是： 狭义

无权代理中， 没有达到让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代理人有代理权的程度， 因此被代理人有追

认权， 相对人有催告权，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

权， 主要保护的是被代理人； 而表见代理中，
有让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表见事实，
因此被代理人必须承担责任， 主要保护的是

善意相对人。

【例题 １·单选题】 甲公司业务员李某经公司

授权到乙公司购买台式电脑若干， 李某到乙

公司后与乙公司销售经理相谈甚欢， 于是表

４３５

２０２０ 年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一、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可撤销

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效力待定民事法

律行为 扫 我 解 疑 难

这是三种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状况， 各

自包含的行为类型是特定的， 不存在交叉的

问题。
１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有：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纯获利益除外）； 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

律行为； ③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④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⑤行为人与相对人以

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２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①基于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

行为； ③一方以欺诈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方欺诈需对方知情方可撤销）； ④一方或

第三方以胁迫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３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狭义无权代

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

施的与其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

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行为中属于无效民事

法律行为的是（　 ）。
Ａ． 甲误以为李大为李二而与之订立的合同

Ｂ． 乙受张大胁迫向张二购买二手汽车的行为

Ｃ． 丙和丁恶意串通实施的损害戊利益的行为

Ｄ． 己受庚欺诈将手机低价卖给辛的行为

解析 本题考核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选项

ＡＢＤ 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 Ｃ
【例题 ２·多选题】 郭某 １６ 周岁， 有音乐天

赋， 决心北漂实现梦想， 已签约一家演艺公

司独自生活。 在其成长过程中， 发生以下事

项： ６ 岁时， 爷爷赠其一把小提琴； １０ 岁时，
舅舅赠其风琴一台； １５ 岁时， 郭某用压岁钱

购买价值 １０ 万余元的古董钢琴一架。 对郭某

及其行为的效力说法正确的有（　 ）。
Ａ． 郭某未满 １８ 周岁，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Ｂ． 郭某 ６ 岁时接受爷爷赠与小提琴的行为有效

Ｃ． 郭某 １０ 岁时接受舅舅赠与风琴的行为无效

Ｄ． 郭某 １５ 岁时购买古董钢琴的行为效力待定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郭某

已满 １６ 周岁，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

活来源，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选项 Ａ
错误；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的行为有

效， 选项 Ｂ 正确； 限制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

行为有效， 选项 Ｃ 错误。 答案 ＢＤ

二、 无权代理 ＶＳ 表见代理

扫 我 解 疑 难

无权代理是广义的概念， 包括狭义的无权代

理和表见代理。 二者共同点是： 前提都是代

理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

以后实施的代理行为； 二者的区别是： 狭义

无权代理中， 没有达到让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代理人有代理权的程度， 因此被代理人有追

认权， 相对人有催告权，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

权， 主要保护的是被代理人； 而表见代理中，
有让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表见事实，
因此被代理人必须承担责任， 主要保护的是

善意相对人。

【例题 １·单选题】 甲公司业务员李某经公司

授权到乙公司购买台式电脑若干， 李某到乙

公司后与乙公司销售经理相谈甚欢， 于是表

４３５

５２０

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 特别法人。 机关法

人（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属
于特别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社会团体法

人属于非营利法人； 企业属于营利法人。
选项 Ａ 是事业单位法人， 选项 Ｂ 是机关法

人， 选项 Ｃ 是企业法人， 选项 Ｄ 是社会团

体法人。
３． ＡＢＣＤ　 【解析】 本题考核法律事实。 法律

事实可以分为两类： 事件和行为。 选项

ＡＢＣ 均属于事件的范围， 选项 Ｄ 属于

行为。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规范性文件中， 属于行政法规的

是（　 ）。
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Ｂ． 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
Ｃ．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深圳经济

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
Ｄ． 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２． 下 列 关 于 法 律 规 范 的 表 述， 正 确 的

是（　 ）。
Ａ． 法律规范是法律的一种

Ｂ． 法律规范即规范性法律文件

Ｃ． 一项法律规范表述为一个法律条文

Ｄ． 法律规范与国家的个别命令都具有法

律效力

３． 《合同法》规定： “供用水、 供用气、 供用

热力合同， 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此规定属于（　 ）。
Ａ． 授权性规范 Ｂ． 任意性规范

Ｃ． 委任性规范 Ｄ． 准用性规范

４． 小明 ８ 周岁， 先天性脑部残疾， 智力发育

停滞于 ２ 周岁。 下列关于小明的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小明有权利能力， 但无行为能力

Ｂ． 小明有权利能力， 但属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Ｃ． 小明无权利能力， 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Ｄ． １０ 年后， 小明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５．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运输货物的合

同， 下列关于该法律关系的说法中， 不正

确的是（　 ）。
Ａ． 该法律关系是相对法律关系

Ｂ． 甲公司与乙公司是该法律关系的主体

Ｃ． 该法律关系客体是运送的货物

Ｄ． 该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买卖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

６． 下列关于法律关系客体的说法， 不正确的

是（　 ）。
Ａ．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作品

Ｂ． 金钱可以成为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

Ｃ． 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不作为

Ｄ． 公民的身份可以成为人身权法律关系

的客体

７． 下列关于法律事实的说法中， 正确的

是（　 ）。
Ａ． 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

Ｂ． 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能力

Ｃ． 侵权行为是法律行为

Ｄ． 事件是当事人无意识的行为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下列关于法的特征说法正确的有（　 ）。
Ａ． 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Ｂ． 法可以由国家认可

Ｃ． 法主要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Ｄ． 法可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２． 下列关于法律渊源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

２２０

根据人的行为是否需要当事人的意思表

示， 可以分为两类：
（１）法律行为， 即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

要素的行为， 如订立合同、 订立遗嘱、 结婚

等， 要求当事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２）事实行为， 即非表意行为， 如创作行

为、 侵权行为等， 因不需要意思表示， 所以

不要求行为能力。
２． 事件———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

（１）人的出生与死亡；
（２）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
（３）时间的经过。

三、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扫 我 解 疑 难

１．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 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坚持

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 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项、 重大问题，
统筹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 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部。
２．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①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③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④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⑤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例题 １１·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　 ）。
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

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Ｄ．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答案 Ａ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２０１８ 年）下列关于法律主体权利能力的表

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权利能力是指权利主体能够通过自己

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Ｂ．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可分为完全权利能

力、 限制权利能力与无权利能力

Ｃ． 权利能力以行为能力为前提， 无行为能

力即无权利能力

Ｄ． 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与特别法人均

具有权利能力

２． （２０１５ 年）下列关于法律关系主体的表述

中， 正确的是（　 ）。
Ａ． 法律关系主体必须同时具备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

Ｂ．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自然人不包括外

国人

Ｃ． 分公司具有法人地位

Ｄ． 法律关系主体既包括权利人， 也包括

义务人

３． （２０１５ 年）法律规范可以分为授权性规范和

义务性规范。 根据这一分类标准， 下列法

律规范中， 与“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

人订立合同”属于同一规范类型的是（　 ）。
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

断行为， 适用本法

Ｂ．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Ｃ． 未经证券交易所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发布证券交易即时行情

０２０

本章可谓经济法科目基础之基础， 内容较少， 在考试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属于“丐中

丐”级别。 从近几年考试情况来看， 本章所占的分值较小， 平均在 ２ ５ 分左右， 一般以客观题

形式进行考核。

主要考点 主要考查题型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法的概念与特征 多选题 ★ 直接考查法的特征

法律渊源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直接考查法律渊源的种类、 效力等级； （２）判断给定的法

律文件属于何种法律渊源

法律规范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对法律规范概念的理解； （２）给出具体法律规定， 要求判

断属于何种类型的法律规范

法律关系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 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 自然

人行为能力的判断， 法人的类型； （２）法律关系的客体范围，

给出选项， 判断是何种客体

法律事实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直接考查法律事实有哪些， 给定选项判断是否属于法律事

实； （２）区分事件与行为

一、法律基本概念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法的概念与特征★①

１． 法的特征

（１）法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

级意志的体现；
（２）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３）法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实施

主要依赖于社会主体自觉遵守， 只有不遵守

时， 才由国家机器保证实施）；

（４）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行为

规范；

（５）法是确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和义

务的规范。

２． 法与其他行为规范的关系（见图 １－１）

３１０

① 本书用“★”表示了解， “★★”表示熟悉； “★★★”表示掌握。

本章可谓经济法科目基础之基础， 内容较少， 在考试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属于“丐中

丐”级别。 从近几年考试情况来看， 本章所占的分值较小， 平均在 ２ ５ 分左右， 一般以客观题

形式进行考核。

主要考点 主要考查题型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法的概念与特征 多选题 ★ 直接考查法的特征

法律渊源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直接考查法律渊源的种类、 效力等级； （２）判断给定的法

律文件属于何种法律渊源

法律规范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对法律规范概念的理解； （２）给出具体法律规定， 要求判

断属于何种类型的法律规范

法律关系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 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 自然

人行为能力的判断， 法人的类型； （２）法律关系的客体范围，

给出选项， 判断是何种客体

法律事实 单选题、 多选题 ★★
（１）直接考查法律事实有哪些， 给定选项判断是否属于法律事

实； （２）区分事件与行为

一、法律基本概念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法的概念与特征★①

１． 法的特征

（１）法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

级意志的体现；
（２）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３）法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实施

主要依赖于社会主体自觉遵守， 只有不遵守

时， 才由国家机器保证实施）；

（４）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行为

规范；

（５）法是确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和义

务的规范。

２． 法与其他行为规范的关系（见图 １－１）

３１０

① 本书用“★”表示了解， “★★”表示熟悉； “★★★”表示掌握。

续表　

章节名称 变化内容

　

　

　

２０２０ 年各章节具体调整内容我们还会在本书各章节的“本章 ２０２０ 年考试主要变化”栏目中

进行详细阐述， 提醒考生朋友在学习时重点关注。

二、考核特点分析

对《经济法》科目的考试， 很多考生存在以下两大误区：
误区之一： 经济法是注会考试中最容易的一个科目。 很多考生误认为， 经济法在注会考试

六大科目中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们少花点时间没问题的。 实际情况是， 经济法科目不是最难的

科目， 但也并非是最简单的科目。 仅就通过率而言， 根据中注协已经公布的注册会计师各科目

近年来的通过率， 在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８ 年期间， 经济法科目的通过率只在 ２０１４ 年曾位居榜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都居于第二位，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居于第三位。 可见， 经济法考试

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难是常态， 不难只是相对而言。
误区之二： 经济法只需要“会背”即可。 很多考生误认为， 经济法这门课， 背下来甚至考

前突击背一背就能解决问题。 实际情况是， 仅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通过“经济法”考试的。 根

据考生回顾的 ２０１９ 年试题， 在一套试卷中， 纯记忆性的题目（即把辅导教材或法条中某一句话

或某一段话背下来即可得分的）， 单选题与多选题一共 １６ 题左右， 分值为 １９ 分， 在客观题分

值中占比 ４２％（该比例相较 ２０１８ 年有所降低， ２０１８ 年纯记忆性题目单选题与多选题一共 ２４ 题

左右， 分值约为 ２８ 分， 占到客观题分值的 ６０％）。 其他题目， 特别是案例分析题， 显然不是背

下来就能得分的。
那么， 《经济法》科目考核的特点究竟如何呢？ 通过对近几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科

目的分析， 该科目考试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 全面覆盖， 但又重点突出。 《经济法》考试向来章章有考题， 考试全面覆盖每一章

内容， 绝不“顾此失彼”； 但同时其考核的重点又是突出和明确的， 绝对是“厚此薄彼”。 如前

所述， 经济法科目的重点章节包括： 物权法律制度、 合同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 证券法律

制度、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票据法律制度等， 考试中占重要地位的案例分析题一般出现在上述

重点章之中， 且考试分值在整个试卷中所占比例将近 ７５％。 因而考生牢固掌握上述各章的重点

内容， 并融会贯通， 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 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 学习时尽可能全

面掌握辅导教材， 扩大复习的广度。
第二， 综合考核考生的“三个能力”———记忆、 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 本科目考试不仅要

求考生记住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规定， 还要求考生切实理解这些理论和制度， 并且能够运

用它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从《经济法》科目的试题设计来看， 主观题即案例分析题

当然考查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即便是客观题除了部分题目属于记忆性的题目之

外， 很多题目也是通过对知识点进行归纳、 解读甚至通过小案例或计算等方式进行考查， 而不

是背段话就能得分的。 其中， 案例分析题除了重在考核考生运用法律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之外， 还倾向于将不同章节的法律知识联系起来系统考核， 在四个案例分析题中， 两个

５００

预测试题（二）

一、 单项选择题（本题型共 ２４ 小题， 每小题 １
分， 共 ２４ 分。）
１． 根据法律规范是否允许当事人进行自主调

整， 及按照自己的意愿设定权利和义务的

标准进行区分， 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强行

性规法和任意性规范。 《合同法》规定“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

效。”下列法律规范中， 与该规范属于同一

类型法律规范的是（　 ）。
Ａ．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规

则由国务院规定

Ｂ． 供用水、 供用气、 供用热力合同， 参照

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Ｃ． 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

Ｄ．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

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下列关于法律关系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

是（　 ）。
Ａ．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行为导致的主体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

Ｂ． 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

Ｃ． 行为可以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Ｄ． 恋爱关系并非法律关系

３． 下列关于意思表示的说法中， 正确的

是（　 ）
Ａ． 无相人的意思表示一旦完成即产生法

律效力

Ｂ． 单方行为都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Ｃ． 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

人时生效

Ｄ． 沉默也可以作为意思表示

４． 下列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说法中， 不正确

的是（　 ）。
Ａ．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 诉

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计算

Ｂ．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期间， 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Ｃ． 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或者扶养费的

诉讼时效期间， 从有关当事人停止支付之

日起算

Ｄ．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

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受害人年满 １８ 周岁

之日起计算

５． 下列关于物的种类， 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地上附着的林木是动产

Ｂ． 粮食是种类物

Ｃ． 汽车是消耗物

Ｄ． 水泥是不可分物

５． （修订版备用）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下列

债务人有权处分的财产及权利中， 不能用

以设定质押的是（　 ）。
Ａ． 仓单

Ｂ． 将有的应收账款

Ｃ． 土地承包经营权

Ｄ． 股权

Ｃ　 【解析】 本题考核质押的设定。 土地承

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 不可质押。
６． 张某卖给邻居李某一头牛， 合同约定张某

送牛上门， 张某依约将牛牵至李某家， 李

５６５



上　　册

第1 部分　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2020 年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003
一、 考试总体情况　 ／ ／ ００３
二、 考试内容体系　 ／ ／ ００３
三、 命题规律及应试方法　 ／ ／ ００４

第2 部分　应试指导及同步训练

第一编　审计基本原理　//011

第1 章　审计概述 014
考情解密　 ／ ／ ０１４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０１５
真题精练　 ／ ／ ０２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３０
同步训练　 ／ ／ ０３１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３４
本章知识串联　 ／ ／ ０３７

第2 章　审计计划 039
考情解密　 ／ ／ ０３９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０３９
真题精练　 ／ ／ ０４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５０
同步训练　 ／ ／ ０５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５７
本章知识串联　 ／ ／ ０６０

第3 章　审计证据 061
考情解密　 ／ ／ ０６１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０６２
真题精练　 ／ ／ ０７０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７２
同步训练　 ／ ／ ０７３

Ⅰ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７８
本章知识串联　 ／ ／ ０８１

第4 章　审计抽样方法 082
考情解密　 ／ ／ ０８２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０８２
真题精练　 ／ ／ ０９４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９５
同步训练　 ／ ／ ０９５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０１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０４

第5 章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105
考情解密　 ／ ／ １０５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０５
真题精练　 ／ ／ １０９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０９
同步训练　 ／ ／ １０９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１２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１３

第6 章　审计工作底稿 114
考情解密　 ／ ／ １１４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１４
真题精练　 ／ ／ １１９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１９
同步训练　 ／ ／ １２０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２２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２４

第二编　审计测试流程　//125

第7 章　风险评估 126
考情解密　 ／ ／ １２６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２７
真题精练　 ／ ／ １３５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３９
同步训练　 ／ ／ １４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４６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４９

第8 章　风险应对 150
考情解密　 ／ ／ １５０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５１

Ⅱ



真题精练　 ／ ／ １５６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５８
同步训练　 ／ ／ １５９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６３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６６

第三编　各类交易和账户余额的审计　//167

第9 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 168

考情解密　 ／ ／ １６８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６９
真题精练　 ／ ／ １７７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８１
同步训练　 ／ ／ １８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９０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９４

第10 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 195

考情解密　 ／ ／ １９５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９６
真题精练　 ／ ／ ２０２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０２
同步训练　 ／ ／ ２０３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０６
本章知识串联　 ／ ／ ２０７

第11 章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208

考情解密　 ／ ／ ２０８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２０９
真题精练　 ／ ／ ２１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２０
同步训练　 ／ ／ ２２１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３３
本章知识串联　 ／ ／ ２３９

第12 章　货币资金的审计 240

考情解密　 ／ ／ ２４０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２４０
真题精练　 ／ ／ ２４７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４８
同步训练　 ／ ／ ２４９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５３
本章知识串联　 ／ ／ ２５６

Ⅲ



第四编　对特殊事项的考虑　//257

第13 章　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258
考情解密　 ／ ／ ２５８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２５９
真题精练　 ／ ／ ２６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７０
同步训练　 ／ ／ ２７１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７５
本章知识串联　 ／ ／ ２７８

下　　册　 　 　 　

第14 章　审计沟通 279
考情解密　 ／ ／ ２７９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２８０
真题精练　 ／ ／ ２８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８９
同步训练　 ／ ／ ２９０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９３
本章知识串联　 ／ ／ ２９６

第15 章　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298
考情解密　 ／ ／ ２９８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２９９
真题精练　 ／ ／ ３０５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０６
同步训练　 ／ ／ ３０６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０８
本章知识串联　 ／ ／ ３１０

第16 章　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311
考情解密　 ／ ／ ３１１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３１２
真题精练　 ／ ／ ３１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２４
同步训练　 ／ ／ ３２７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３２
本章知识串联　 ／ ／ ３３５

第17 章　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336
考情解密　 ／ ／ ３３６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３３７

Ⅳ



真题精练　 ／ ／ ３５０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５４
同步训练　 ／ ／ ３５６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６０
本章知识串联　 ／ ／ ３６３

第五编　完成审计工作与出具审计报告　//364

第18 章　完成审计工作 365
考情解密　 ／ ／ ３６５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３６６
真题精练　 ／ ／ ３７３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７４
同步训练　 ／ ／ ３７５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８０
本章知识串联　 ／ ／ ３８３

第19 章　审计报告 384
考情解密　 ／ ／ ３８４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３８５
真题精练　 ／ ／ ３９６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０２
同步训练　 ／ ／ ４０５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１４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１９

第六编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420

第20 章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421
考情解密　 ／ ／ ４２１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４２２
真题精练　 ／ ／ ４３４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３５
同步训练　 ／ ／ ４３６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３８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４０

第七编　质量控制　//442

第21 章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 443
考情解密　 ／ ／ ４４３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４４４
真题精练　 ／ ／ ４４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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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训练　 ／ ／ ４５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５７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６０

第八编　职业道德　//461

第22 章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概念框架 462
考情解密　 ／ ／ ４６２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４６２
真题精练　 ／ ／ ４６８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６９
同步训练　 ／ ／ ４６９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７１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７４

第23 章　审计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 475
考情解密　 ／ ／ ４７５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４７６
真题精练　 ／ ／ ４８６
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８９
同步训练　 ／ ／ ４９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９５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９８

第3 部分　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2020 年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501

第4 部分　考前预测试题

2020 年考前预测试题 521
预测试题（一）　 ／ ／ ５２１
预测试题（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５３０
预测试题（二）　 ／ ／ ５３５
预测试题（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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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一、考试总体情况

审计是一门理论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专业， 但由于该学科在我国形成时间不长， 大多数考

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审计理论教育， 亦较少接触审计实务， 而审计试题主要是测试考生对审计

理论与实务的掌握和运用， 这是导致审计通过率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审计科目考核得十分灵活， 因为理论仅为实务操作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 在实际运用过

程中， 很多地方要用到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这也致使大多数考生在考试时机械答题， 难以

取得满意的分数。 实际上， 各知识点在教材或审计准则中都有介绍， 只是在命题时采用实务化

的描述或融会贯通得将各知识点综合考查， 就增加了考试的难度。 因此考生在学习时应注意掌

握学习要领， 体会其精髓， 全面掌握， 经过适当的训练， 通过考试是没有问题的！

二、考试内容体系

编 章节 近五年考题分值所占比重

第一编　 审计基本原理

第 １ 章　 审计概述 １１ ４８％

第 ２ 章　 审计计划 ５ １６％

第 ３ 章　 审计证据 ６ １６％

第 ４ 章　 审计抽样方法 ５ ３０％

第 ５ 章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０ ５７％

第 ６ 章　 审计工作底稿 ２ １０％

第二编　 审计测试流程
第 ７ 章　 风险评估 ４ ９７％

第 ８ 章　 风险应对 ５ ６８％

第三编 　 各类交易和账户余

额的审计

第 ９ 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 ４ ２５％

第 １０ 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 １ １５％

第 １１ 章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审计 ４ ３４％

第 １２ 章　 货币资金的审计 １ ３４％

第四编　 对特殊事项的考虑

第 １３ 章　 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５ ０１％

第 １４ 章　 审计沟通 ３ １８％

第 １５ 章　 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 ２ ７７％

第 １６ 章　 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４ ４０％

第 １７ 章　 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８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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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 章节 近五年考题分值所占比重

第五编 　 完成审计工作与出

具审计报告

第 １８ 章　 完成审计工作 ３ ０６％

第 １９ 章　 审计报告 ５ ０９％

第六编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第 ２０ 章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３ ０６％

第七编　 质量控制 第 ２１ 章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 ６ ８９％

第八编　 职业道德
第 ２２ 章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概念框架 ０ ２３％

第 ２３ 章　 审计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 ５ ５１％

三、命题规律及应试方法

（一）试题特点

从近几年《审计》试卷的题型及题量来看， 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简答题和综

合题， 题量及分值如下：

题型 题量 分值

单项选择题 ２５ ２５

多项选择题 １０ ２０

简答题 ６ ３６

综合题 １ １９

客观题有覆盖面广、 考核细致、 命题灵活的特点。 客观题部分考核范围广、 难度适中， 部

分题目需要一定分析才可以准确得出正确答案。 客观题对第 １～４ 章、 第 ７ 章、 第 １５ 章、 第 １７
章和第 ２０ 章的相关内容考核相对较多。 在备考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历年客观题的重要考点重

复考核的概率比较高， 在学习时应将审计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打扎实， 客观题还是比较容易

得分的。
主观题部分重点突出， 重者恒重， 且与审计实务结合紧密， 题目非常灵活， 教材中并无明

确答案。 涉及的考点主要有函证、 期初余额审计、 集团审计、 质量控制、 职业道德（独立性）
等。 尤其是职业道德（独立性）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制度， 是每年的必考考点。 综合题

与会计、 财务知识有一定的联系， 题目有一定的模式， 主要是对审计基本原理的运用进行考

核。 以下章节为主观题的常考章节， 需要重点关注： 第 ９～１２ 章、 第 １６～１９ 章、 第 ２１～２３ 章。
在复习备考过程中， 需要注重培养审计思维， 学会合理地运用职业判断， 坚持刷题， 注重梳理

解题的思路和套路。
（二）命题规律

从近几年的考题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
１ 注重实务操作和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能力

审计考试强调审计理论结合实务操作， 要求考生对理论和实务做到融会贯通， 这主要体现

在简答题及综合题上。 特别是综合题， 涉及多个知识点， 并且各个知识点的关联起来可谓构成

了基本完整的审计流程。 通过这类题的考核， 可以了解考生在掌握每一知识点的同时， 是否还

具有综合分析问题和综合运用程序的能力。

４００



２ 体现准则和法规的变化， 关注考试方向和重点

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依据， 它规范了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应做什么， 应该怎么

做， 这符合注重考查实务操作的要求。 本年实务中发生过的一些案例往往被改编为综合题的一

个事项进行考核， 我们可以从证券市场领域寻找一些重点、 热点问题的材料作为参考， 预测命

题的方向。 另外， 有些内容是每年必考的， 如体现风险导向审计理念的综合题， 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年均以综合题的形式来重点考核； 事务所质量控制、 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应收账款的函证、
存货的监盘、 职业道德等知识点基本成了每年必考的内容。

３ 注重考生运用知识的熟练程度和综合分析能力

在近几年客观题中细致入微的考查了大量的审计基础理论性知识， 要求考生熟练、 准确、
全面的掌握各个知识点。 部分客观题需要考生在充分理解相关知识点的基础上适当结合实务，
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注册会计师执业过程中， 需要用到大量职业判断， 现在的《审计》考
试也越来越注重考查考生是否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能力， 这种考查， 主要放在主观题中，
例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的风险评估综合题， 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 同时涉及供、 产、 销三大循环

审计， 甚至有些知识点是跨科目的， 主要考核考生是否具备综合分析问题、 综合运用程序、 筛

选有用信息以及评价等职业判断能力。
（三）应试方法

１ 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注会复习的关键是要根据自身的时间、 精力和学习的状况， 制定好学习规划， 做好时间安

排。 《审计》教材至少要看三遍， 首先快速将教材通读一遍， 这阶段最好不要中断学习， 一气

呵成。 不要急于做练习， 否则会降低学习效率， 没有成就感， 且会挫伤对《审计》学习的积极

性。 如果以前未曾接触过审计， 看第一遍的感觉———云里雾里， 不知教材所云； 第二遍开始精

读， 参加培训班或做练习， 复习时要了解各章的基本内容和知识框架， 细心领会老师的讲解，
要做到对审计有一个全面了解， 在审计教材中能够理清一根主线来贯通； 第三遍是对重点、 难

点内容仔细研究和掌握， 要抠细节、 抓难点， 把时间花在重点内容上， 对自身薄弱环节进行强

化， 做一些综合性强、 水平较高的题目， 特别是高质量的模拟题、 历年考题； 临考前一周， 主

要看看教材和历年考题。 考前一天， 将教材基本内容过一遍。 实际上， 在考前看书不止三遍，
这里所说的三遍实际上是指学《审计》的三个阶段或层次。

２ 不要死记硬背， 要融会贯通

审计不是背出来的， 而是在于理解， 有的考生能够把教材中的重点内容倒背如流， 但却无

法通过考试， 这是这些考生对审计存在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学审计， 应抓住审计脉络， 以风

险导向为主线是非常重要的， 它与审计实务有紧密联系， 包括认定、 目标、 计划、 程序、 证

据、 意见等。 每一部分都需要理解清楚， 做到思路清晰， 再适当记忆。 例如， 近年试题中均涉

及集团审计这个知识点的考查， 就应当清楚重要组成部分的分类， 对不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不

重要组成部分分别需要执行哪一类的程序做到心中有数， 如果在平时学习时就跟着老师进行归

纳， 再加上适当记忆， 答题的准确率就会高得多。 当然， 近几年的考试中， 也有在简答题或综

合题中直接考记忆的内容， 一般简答题的要点不会超过 ３ 点， 所以太长的内容就不要死记了。
３ 突出重点， 对理论与实务的学习应合理安排

根据《审计》教材的内容与考试的特点， 我们可以将《审计》的章节按“重要性”原则划分为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重要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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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程度 章节 平均分值

非常重要
第 １ 章、 第 ２ 章、 第 ３ 章、 第 ４ 章、 第 ７ 章、 第 ８ 章、 第 ９ 章、 第 １１ 章、 第 １３

章、 第 １６ 章、 第 １７ 章、 第 １９ 章、 第 ２１ 章、 第 ２３ 章
５ 分及以上

比较重要 第 ６ 章、 第 １４ 章、 第 １５ 章、 第 １８ 章、 第 ２０ 章 ２ 分－４ 分

一般重要 第 ５ 章、 第 １０ 章、 第 １２ 章、 第 ２２ 章 ２ 分以下

虽然教材的各类交易和账户余额的审计与审计实务联系较紧密， 占总体分数的比重较大，
但不是说要花同比例的时间来复习， 因为实务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 审计实务部分的考

试可能会用到会计方面的知识或审计的经验技巧， 这方面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 但有时可能凭

借审计的理论知识和相关的会计知识即可答题。 所以在复习审计时， 可花 ６０％的时间在基础理

论的学习上， 掌握各业务循环和各账户交易的特点， 了解重要的项目和重点程序。
各章节有联系的部分应结合起来看， 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的内容不可分割； 审计目标、 审

计程序、 审计证据分别和财务报表审计实务章节都有紧密的联系， 这些都是全书的重点， 在历

年考试中均有所体现， 必须把它们贯穿起来学习。
４ 了解会计准则的变化及与注册会计师有关的热点问题， 有的放矢地复习

复习审计时不能忽视对会计的复习， 会计中的热点问题、 上市公司审计案例暴露出的问

题、 近年国家出台的有关会计处理方面的新规定等， 这些问题往往会在考题里出现， 近年的考

题中就多次出现过根据上市公司的案例改编的考题。
５ 多看多做以前的考题

如果认为以前考过的内容就不会考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方面， 考题重复的机会是比较

大的。 如历年的风险评估综合题， 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比较相似， 这基本成了一种命题的模式，
即使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采用了机考模式， 考查风险评估的综合题也保持了一贯的风格， 所以这些

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分析思路可以借鉴以前考题的解答。 另外， 关于职业道德和质量控制的题目

也在近几年考题中连续考查。 有许多题目在以前年度以单选题形式出现， 而以后年度却又以多

选题形式出现， 反之亦然， 毕竟教材中的重要考点是有限的， 考试内容重复的可能性较大， 这

一点在客观题上表现较明显， 几乎每年都有几道和以往较类似的题目出现。 主观题中也有较多

的题会重复出现， 如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每年都有质量控制准则的简答题， 多年测试的主要

内容和观点就基本一致， 多做这些历年考题， 就会做到胸中有数。 另一方面， 通过做以前的试

题， 可以了解其命题的风格， 知晓其答题思路， 明确考试的重点， 理解出题和解题思路， 对获

取好的成绩很有帮助。
６ 善于归纳比较， 从教材中看题

由于《审计》教材内容记忆点较多， 要善于归纳， 把不需要的信息删除， 即要把书读薄，
同时教材中有些小的举例往往是考试命题的素材， 要多留意。 从历年试题来看， 教材中一些有

共性的东西、 不同章节有关联的内容可适当归纳。 如哪些因素与审计证据的数量成反向变动关

系； 哪些情况下会发表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等。 自己要做有心人， 善于归纳知识。 有些审

计处理看似相近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应挑出来理解记忆， 如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的

区别， 应收账款函证和银行存款函证的区别等。
在学习时还要从教材中估计相关题型， 如在教材中涉及主要、 应实施、 应划入、 可靠性最

强的、 主要目的等具有排他性的词语是单项选择题的极好素材； 教材中涉及“第一、 第二、 第

三”， “首先、 其次、 再次”等“分类性”词语的内容， 是多项选择题的命题点； 另外， 还需特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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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些关键判断点如“应……”， 有些未直接出现“应……”的语句， 也多以“一定……”“因此

……”“均……”等可以正向转换为“应……”的词语出现。 所以在复习教材时， 要密切关注其中

涉及“应”“应当”等字眼所表述的内容， 一定要牢记并加以区分， 因为在《审计》中， “应”意味着

“必须”“一定”， 具有排他性。 另外， 教材中比较重要的概念和理论， 且有简洁明了的结论部分

容易以简答题的形式进行考查。
亲爱的考生们， 只要我们注意对审计知识的全面掌握和融会贯通， 注重理论结合实务， 注

重对历年考试内容的分析、 归纳和整理， 扎实地掌握审计的重点和难点， 就一定能顺利地通过

今年注册会计师审计科目的考试。 祝您在今年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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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为了

能够实现该审计目的（目标）， 注册会计师必须编制审计计划， 来合理安

排审计程序， 以便获取充分、 适当的证据， 为发表审计意见（审计报告）
奠定基础。 在实施审计程序的过程中， 注册会计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审

计抽样方法。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在审计过程中拟定的计划、 实施的程序以

及获取的证据记录下来， 这就形成了审计工作底稿。 审计完成后， 这些工

作记录（审计工作底稿）应当上交给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档案进行保存。

本编属于审计的基本理论， 介绍了审计基本原理与概念。 我们先来看

一下本编各章主要讲解的内容。
第一章， 审计概述。 本章首先介绍了审计产生的过程及原因、 审计的

定义及保证程度、 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审计等； 然后介绍了审计构成的

要素以及审计的目标； 最后讲解了整个审计流程以及在审计过程中我们需

要遵守哪些基本要求和存在哪些风险。
第二章， 审计计划。 本章主要介绍了如何去承接审计业务， 首先开展

初步业务活动去了解客户（被审计的单位）是否存在诚信问题， 以及我们

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等来执行该项审计业务。 如果承接该项业务， 就要

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审计业务约定书）。 签约之后， 这才是真正审计业

务的开始， 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审计工作， 前期项目经理会带着高级审计员

去了解客户， 包括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 对财务报表做整体分析等，
以此来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比如作战的指挥部在战斗打响前， 先去摸清敌

情， 制定作战方案）， 包括确定重要性水平。 然后项目组进驻客户， 按照

总体审计策略的安排， 高级审计员制定具体审计计划（比如指挥部要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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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去攻克某一个堡垒， 应当安排谁去放炸药包、 放在哪里合适、 威力有

多大等等， 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 安排每一个助理人员的工作。 总体

审计策略起到一个原则、 方向性的指引， 影响着具体审计计划。
第三章， 审计证据。 审计的核心工作就是收集证据。 本章主要介绍了

审计证据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种类， 以及如何执行审计程序来获取审计证

据。 本章对函证程序和分析程序的运用做了详细的讲解。
第四章， 审计抽样方法。 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 会计记录的信息量也

庞大起来， 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一笔一笔的去检查。 由于以重

要性的原则为基础， 注册会计师可以容忍财务报表有一定的错报， 只要错

报不超过一个限度即可， 那么注册会计师就可以利用样本来推断总体错

报， 进而判断总体错报是否超过了这个限度（重要性水平）。 注册会计师

可以在审计过程中利用审计抽样来提高审计效率。 本章主要讲述了审计抽

样的基本原理， 以及如何在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中运用审计抽样方法来获

取审计证据。
第五章，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会计信息已基

本实现计算机处理， 同时会计信息和企业的其他信息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

业财合一的信息系统， 这给我们的审计增加了难度。 本章主要介绍了信息

技术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以及在信息技术中内部控制的分类， 然后讲述了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审计， 如采用电子表格、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以及数据

分析等。
第六章， 审计工作底稿。 注册会计师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 犹如医生

书写的病历， 包括问诊、 治疗方案、 病程记录、 病理资料、 医嘱等内容，
全面反映了整个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 如果出现医疗纠纷， 病历能够证明

当时的治疗是规范的。 同样在出现审计责任等问题时， 审计工作底稿能够

证明执行的审计工作是符合审计准则的要求的。 本章主要介绍了如何编制

工作底稿， 包括工作底稿的编制要素以及记录的要求。 在完成了某项目审

计工作后， 审计项目组应将该项目的工作底稿交给会计师事务所存档， 本

章也阐述了整理工作底稿的要求以及归档之后底稿的保管要求， 包括工作

底稿的变动以及保存的期限等。
由于大部分考生都没有从事过具体的审计工作， 对审计业务的流程不

太熟悉， 本应试指南在编写时， 尽量站在实务工作的角度， 让大家去理解

这些枯燥的审计理论，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了解审计实务的分

工， 我们来介绍一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构成及审计业务的一般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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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业务的一般流程：
１． 主管合伙人或高级经理（部门

负责人） 与客户洽谈 （初步业务活

动）， 签约；
２． 审计经理（项目经理）及高级

审计员初步了解客户（含分析财务报

表）， 为总体审计策略做准备；
３． 审计小组进驻， 审计经理介

绍审计概况、 重点关注领域、 审计主

要安排等（总体审计策略）；
４． 高级审计员， 安排审计助理需要从事的审计工作（具体审计计划）；
５． 高级审计员与审计助理实施审计程序、 获取审计证据， 并记录于

工作底稿。 高级审计员复核审计助理的工作底稿；
６． 审计经理和高级审计员根据发现的错报及客户更正后的结果， 拟

定审计报告；
７． 项目合伙人复核工作底稿， 与客户沟通拟出具的审计报告；
８． 客户签署财务报表， 事务所的质量标准部门对项目质量做最后的

总体复核；
９． 项目合伙人及审计经理签署审计报告；
１０． 项目组整理审计工作底稿并上交会计师事务所归档保存。
本编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知识， 由于大部分考生对审计实务不太了

解， 因此在学习本编时， 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 对基本审计理论的理解有

一定的难度， 加上教材的阐述较为枯燥， 语言晦涩难懂， 因此， 在学习本

编时不要急于求成。 我们要求考生先熟悉教材， 多听老师的讲解， 多做练

习。 对于基本的概念和理论也要理解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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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属于重点章节。 主要以客观题形式考核审计五要素、 审计风险模型、 认定与具体审计

目标、 职业怀疑、 职业判断等知识点； 还可能在综合题中考核风险评估（认定层次风险）及循

环审计章节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会影响哪些认定等， 因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相关知识

都不难， 很好理解， 所以不用惧怕， 学好本章可以为后面章节打好基础。 预计今年考核分值在

１２ 分左右。

考点 主要考查题型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审计的概念与保证程度 选择题 ★★ 合理保证和有限保证的区别

审计要素 选择题 ★★ 五要素的灵活掌握

财务报表审计总体目标 选择题 ★ 财务报表审计总体目标的内容及理解、 运用

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
选择题、 简答题、

综合题
★★★

（１）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认定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目标的内涵； （２）管理层认定、 审计目标和审计程

序之间的关系

审计基本要求 选择题 ★★★
（１）职业怀疑态度的理解及运用； （２）关注“合理

运用职业判断”的考查

审计风险 选择题、 简答题 ★★

（１）审计的固有限制； （２）审计风险模型的运用；

（３）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 重要性、 审计证据

之间的关系

针对本章内容， 要求与“审计测试流程”“各类交易和账户余额的审计”结合进行学习， 并

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记忆。 重点掌握审计的定义， 熟悉认定与目标的内涵， 理解审计风

险模型的实质。 同时对审计的基本要求， 如保持职业怀疑、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等内容， 应加强

记忆。

本章在审计目标的表述中， 强调了对财务报表相关披露审计的要求， 如， 完整性目标增加

了“所有应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 准确性目标增加了“相关披露已得到恰当

的计量和描述”。 将注册会计师执行的相关服务业务中“税务代理”业务调整为“税务咨询和管

理咨询”业务。 另外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审计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方面的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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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审计的概念

扫 我 解 疑 难

一、 审计的产生

１ 审计产生的条件

注册会计师制度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简称两权分离）。

股份公司的产生， 一方面财产的所有者

将财产委托给经营者经营， 所有者一般不参

与财产经营管理， 另一方面， 财产的经营者

必须对财产的所有者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
由此产生了监督和控制的问题， 为独立的第

三方审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见下图 １－１：

图 １－１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２ 审计的发展

账项基础审计→制度基础审计→风险导

向审计

二、 审计的定义★★∗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 一般可信

度较低， 必须通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来增

强预期使用者（除管理层之外的）对财务报表

信赖的程度， 有效满足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

的需求。
１ 审计用户———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包括管理层和管理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
２ 审计目的———改善财务报表的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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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增强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

度（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３ 合理保证———审计应当提供合理保证，

不提供绝对保证（因审计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

论性）
４ 审计基础———独立性和专业性

５ 审计产品———审计报告

考点二　鉴证业务保证程度★★

扫 我 解 疑 难

一、 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

注册会计师的业务包括鉴证业务和非鉴

证业务（相关服务）两大类， 具体分类如下图

１－２：

图 １－２　 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

（一）鉴证业务

１． 审计业务（Ａｕｄｉ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审查企业财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
２． 审阅业务（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一般是对中期财务报表进行审阅。
３． 其他鉴证业务（Ｏｔｈｅｒ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ｓ）
对非历史的财务信息（如预测性财务信

息）、 非财务信息（如信息系统）等进行鉴证。
（二）非鉴证业务（相关服务）
相关服务包括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代编财务信息、 税务咨询、 管理咨询等。

二、 合理保证与有限保证

鉴证业务的保证程度分为合理保证和有

限保证。
审计———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合理

保证

审计报告

ＡＢＣ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我们认为， ＡＢＣ 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

反映了 ＡＢＣ 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

状况以及 ２０１７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审阅———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有限

保证

审阅报告

ＡＢＣ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根据我们的审阅， 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

事项使我们相信， ＡＢＣ 公司财务报表没有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单位的财务状况、 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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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保证与有限保证的区别，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合理保证与有限保证的区别

项目 “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如： 审计业务） “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如： 审阅业务）

目标

在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下， 以“积极”方式

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高水平的

保证

在可接受的审阅风险下， 以“消极”方式对财

务报表整体发表审阅意见， 提供有意义水平的

保证（该保证水平低于审计业务的保证水平）

证据收集程序
检查（记录或文件、 有形资产）、 观察、 询问、

函证、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 分析程序等
询问、 分析程序

所需证据数量 较多 较少

检查风险 较低 较高

财务报表的可信性 较高 较低

提出结论的方式 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 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与注册会计师业

务有关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鉴证业务提供高水平的保证

Ｂ． 审阅业务提供低水平的保证

Ｃ． 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应以积极方

式提出结论

Ｄ． 审计是为了增强除管理层之外的预期

使用者对财务报表信赖的程度

解析 选项 ＡＢ， 鉴证业务包括审计业

务、 审阅业务和其他鉴证业务， 审计业务属

于高水平的保证业务， 审阅业务提供的是有

限保证， 低于审计业务提供的保证水平， 是

一种有意义水平的保证； 选项 Ｃ， 对财务信

息执行商定程序不属于鉴证业务， 不提供任

何程度的保证。 答案 Ｄ

考点三　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

审计★
扫 我 解 疑 难

审计按不同主体划分为政府审计、 注

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 共同构成审计

监督体系， 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 各司

其责。
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审计都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但也存在区别， 见下表 １－２：

表 １－２　 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审计的区别

区别点 政府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

审计目的

和对象

对政府的财政收支或者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

织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确定其是否真实、 合法和

具有效益

依法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确定其是否符

合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 是否公允反映了

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审计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审计署制定的国家审

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财政部批

准发布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经费或

收入来源

行政行为， 所必须的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予以

保证

市场行为， 有偿服务， 费用由注册会计师和审

计客户协商确定

取证权限 具有更大的强制力

受市场行为的局限， 在获取审计证据时， 很大

程度上有赖于企业的配合和协助， 没有行政强

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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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别点 政府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

对发现问题

的处理方式

可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

关提出处理、 处罚意见

发现的问题只能提请企业调整有关数据或进行

披露， 若企业拒绝， 则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反

映， 比如出具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考点四　审计要素★★

扫 我 解 疑 难

注册会计师将管理层（责任方）编制的财

务报表（审计对象的载体）与会计准则（标准）
进行比较， 判断其是否相符， 据此获取证据

（审计证据）， 形成审计意见（审计报告）， 供

管理层、 股东、 债权人以及监管机构使用（预
期使用者）。

注册会计师通过收集充分、 适当的审计

证据来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具

有合法性和公允性， 并出具审计报告， 从而

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性。
对于财务报表审计而言， 审计业务要素

包括审计业务的三方关系人、 财务报表（审计

对象的载体）、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标准）、
审计证据和审计报告。 审计要素之间的关系

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审计要素关系图

一、 审计业务的三方关系人

注册会计师对由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负责

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以增强除管理层

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
审计业务三方关系人： 被审计单位管理

层（责任方）、 注册会计师、 财务报表预期使

用者。
是否存在三方关系是判断某项业务是否

属于审计业务的重要标准之一。
１ 注册会计师

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是注册会计师

的责任。 注册会计师通过签署审计报告， 确

认其责任。
注册会计师可以利用专家协助执行审计

业务， 注册会计师应当确信包括专家在内的

项目组整体已具备执行该项审计业务所需的

知识和技能， 并充分参与该项审计业务和了

解专家所承担的工作。
２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责任方）
管理层和治理层（如适用）的责任：
（１）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财

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如适用）；
（２）设计、 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
（３）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包括允许注册会计师接触与编制财务报表相

关的所有信息（如记录、 文件和其他事项），
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所需的其他信息， 允

许注册会计师在获取审计证据时不受限制地

接触其认为必要的内部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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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审计并不减轻管理层或治理层

的责任。
３ 预期使用者

预期使用者是指预期使用审计报告和财

务报表的组织或人员。
（１）预期使用者可能是指与财务报表有重

要和共同利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如， 在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中， 预期使用者主要是

指上市公司的股东。
（２）预期使用者可能是特定的使用者， 如

银行。
审计报告的收件人应当尽可能地明确为

所有的预期使用者。 如， 为上市公司提供财

务报表审计业务， 审计报告的收件人为“ ××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但除股东之外， 审

计报告的预期使用者还包括公司的债权人、
证券监管机构等。

（３）预期使用者可分为管理层和除管理层

之外的预期使用者。
管理层和预期使用者可能来自同一企业。

由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主要向除管理

层之外的预期使用者提供， 但客观上也可能

对管理层有用， 因此管理层也会成为预期使

用者， 但不是唯一的预期使用者。
【例题 ２·单选题】 下列有关财务报表审

计业务三方关系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审计业务的三方关系人分别是注册会

计师、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和财务报表预期使

用者

Ｂ． 如果注册会计师无法识别出使用审计

报告的所有组织或人员， 则预期使用者主要

是指那些与财务报表有重要和共同利益的主

要利益相关者

Ｃ． 委托人通常是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之

一， 也可能由责任方担任

Ｄ． 如果责任方和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来

自于同一企业， 则两者是同一方

解析 管理层（责任方）和预期使用者可

能来自同一企业， 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是同

一方。 审计业务具有三方关系人是审计业务

的要素之一， 如果责任方和财务报表预期使

用者为同一方， 则该业务就不构成审计业务。
答案 Ｄ

二、 财务报表（审计对象的载体）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 审计对象是历史的

财务状况、 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 审计对象

的载体是财务报表。

三、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标准）

注册会计师在运用职业判断对审计对象

作出合理一致的评价或计量时， 需要有适当

的标准。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 财务报告编制

基础即是标准。
通用目的编制基础， 旨在满足广大财务

报表使用者共同的财务信息需求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 主要是指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

计制度。
特殊目的编制基础， 旨在满足财务报表

特定使用者对财务信息需求的财务报告编制

基础， 包括计税核算基础、 监管机构的报告

要求和合同的约定等。
针对中国境内上市实体的财务报告， 编

制基础可理解为企业会计准则。

四、 审计证据

注册会计师利用 “企业会计准则” 这把

“尺子”， 来衡量被审计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从而获取财务报

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的审计证据。

五、 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应当针对财务报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是否符合适当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发表能够提供合理保证程

度的意见。 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见图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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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考点五　审计目标

扫 我 解 疑 难

审计目标包括财务报表审计目标（审计总目标）以及与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相关的

审计目标（具体审计目标）两个层次。 具体如图 １－５ 所示：

图 １－５　 审计目标

一、 审计的总体目标★

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 其总体目标是：
（１）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使得注册会计师能够对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发

表审计意见；
（２）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审计结果

对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 并与管理层和治

理层沟通。
为实现上述审计目标， 首先管理层必须

将其编制的财务报表提交给注册会计师， 这

就意味着，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作出了认定。
然后注册会计师针对报表的每一项目确定具

体的审计目标， 根据审计目标实施相应的审

计程序， 获取审计证据， 得出审计结论。 最

后注册会计师将各报表项目的审计结论汇总

分析， 形成对财务报表的整体审计意见（合法

性和公允性）， 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中清

楚地表达对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

意见。 形成一个审计目标循环， 如下图 １－６
所示：

图 １－６　 审计目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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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请结合教材中标准审计报告

的实例理解。

二、 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

认定是指管理层在财务报表中作出的明

确或隐含的表达， 注册会计师将其用于考虑

可能发生的不同类型的潜在错报。
【知识点拨】 （１）认定， 是指管理层的认

定； 目标， 是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标。
（２）认定是管理层在财务报表中对财务报

表各要素作出的表达和披露。
（３）管理层的表达有明确的也有隐含的。
认定与具体审计目标密切相关， 注册会

计师的审计目标是对管理层 “认定” 的 “再

认定”。
【学习要求】 请根据下表复述其相应的内

涵， 对考试会有较大帮助。
（１）关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 事项及相

关披露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关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 事项及相关披露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认定 认定的含义 对应的具体审计目标

发生
记录或披露的交易或事项已发生， 且与被审计单

位有关
确认已记录的交易是真实的（没有多记）

完整性
所有应当记录的交易和事项均已记录， 所有应当

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

确认已发生的交易确实已经记录， 所有应包括在财务

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没有少记）

准确性
与交易和事项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已恰当记

录， 相关披露已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确认已记录的交易是按正确金额反映的， 相关披露已

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记录金额准确）

截止 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确认接近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交易记录于恰当的期间

（入账日期恰当）

分类 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确认被审计单位记录的交易经过恰当分类（记录科目

正确）

列报
交易和事项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且表述清楚，

相关披露是相关的、 可理解的

确认交易和事项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且表述清楚，

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下是相关的、 可

理解的

【例题 ３·单选题】 对于下列销售收入认

定， 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几天的发货

单日期与记账日期， 注册会计师认为最可能

证实的是（　 ）。
Ａ． 发生 Ｂ． 完整性

Ｃ． 截止 Ｄ． 分类

解析 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几天

的发货单日期与记账日期， 可以发现是否存

在推迟或提前入账的情况， 即最可能证实的

是截止认定。 答案 Ｃ
（２）关于期末账户余额及相关披露的认定

和具体审计目标， 见表 １－４：

表 １－４　 关于期末账户余额及相关披露的认定和具体审计目标

认定 认定的含义 对应的具体审计目标

存在 记录的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存在的 确认记录的金额确实存在（没有多记）

权利和义务
记录的资产由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 记录的负债是

被审计单位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

确认资产归属于被审计单位， 负债属于被审计

单位的义务

完整性
所有应当记录的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已记录，

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

确认已存在的金额均已记录， 所有应包括在财

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均已包括（没有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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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认定 认定的含义 对应的具体审计目标

准确性、

计价和分摊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恰当的金额包括在财务报

表中， 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已恰当记录， 相关

披露已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确认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恰当的金额包

括在财务报表中， 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

已恰当记录， 相关披露已得到恰当计量和描述

（金额记录准确）

分类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确认已将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记录于恰当

的账户（记录的科目正确）

列报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被恰当地汇总或分解且表

述清楚， 相关披露是相关的、 可理解的

确认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已被恰当地汇总

或分解且表述清楚， 相关披露在适用的财务报

告编制基础下是相关的、 可理解的

【例题 ４·单选题】 甲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借款”总账账户余额为 ８００ 万元，
其中“长期借款－Ａ 公司”明细账余额为 ３００ 万

元， 该借款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到期。 资产

负债表中“长期借款”项目余额为 ８００ 万元。
则与“长期借款”账户或项目有关的认定存在

问题的是（　 ）。
Ａ． 存在 Ｂ． 列报

Ｃ． 分类 Ｄ． 完整性

解析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应分类到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中。 答案 Ｂ
【例题 ５·单选题】 下列相关认定中， 通

过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注册会计师认

为最可能证实的是（　 ）。
Ａ． 计价和分摊 Ｂ． 分类

Ｃ． 存在 Ｄ． 完整性

解析 函证应收账款的目的在于证实应

收账款账户余额是否真实准确。 通过函证应

收账款， 可以比较有效地证明被询证者（即债

务人）的存在和被审计单位记录的可靠性。
答案 Ｃ

考点六　职业责任与审计基本

要求
扫 我 解 疑 难

一、职业责任和期望差距★

财务报表使用人期望注册会计师评价被

审计单位管理层的会计确认、 计量与披露，

判断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而无论这

种错报是否出于故意）。 而注册会计师职业界

认可的责任， 是通过审计以发现财务报表中

存在的重大非故意错报。 社会公众与注册会

计师职业界在对职业责任的认识上存在的差

距便形成了“期望差距”。

二、 审计报告和信息差距★

审计报告的核心是对财务报表的合法性

和公允性发表意见。
财务报表使用人期望审计报告提供为投

资和信托等决策需要的信息。
缩小差距： 改革审计报告模式（增加关键

审计事项的披露）。

三、 遵守审计准则与职业道德★

１ 遵守审计准则

审计准则是衡量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

报表审计业务的权威性标准， 涵盖从接受

业务委托到出具审计报告的整个过程， 注

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遵守审计准则

的要求。
２ 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

通常是指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中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规定。 根据职业道

德守则， 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包

括： （１）诚信； （２）独立性； （３）客观和公正；
（４）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 （５）保密；
（６）良好职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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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持职业怀疑★★★

职业怀疑， 是指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

业务的一种态度， 包括采取质疑的思维方

式， 对可能表明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错报

的情况保持警觉， 以及对审计证据进行审

慎评价。
１ 要求秉持一种质疑的理念（摒弃“存在

即合理”的逻辑思维）
职业怀疑是保证审计质量的关键要素。

职业怀疑与客观和公正、 独立性两项职业道

德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保持独立性可以增强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保持客观和公正、 职业

怀疑的能力。
２ 要求保持警觉的情形

（１）存在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
（２）引起对文件记录、 对询问的答复的可

靠性产生怀疑的信息；
（３）表明可能存在舞弊的情况；
（４）表明需要实施除审计准则规定外的其

他审计程序的情形。
３ 要求审慎评价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包括支持和印证管理层认定的

信息， 也包括与管理层认定相互矛盾的信息。
审计中的困难、 时间或成本等事项本身，

不能作为省略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或满足于

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的理由。
４ 要求客观评价管理层和治理层

（１）即使以前正直、 诚信的管理层和治理

层也可能发生变化， 注册会计师不应依赖以

往对管理层和治理层诚信形成的判断。
（２）即使注册会计师认为管理层和治理层

是正直、 诚实的， 也不能降低保持职业怀疑

的要求， 不允许在获取合理保证的过程中满

足于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
５ 职业怀疑贯穿于审计全过程

（１）针对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 保持职

业怀疑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设计恰当的风险评

估程序， 有针对性地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

境； 有助于使注册会计师对引起疑虑的情形

保持警觉， 充分考虑错报发生的可能性和重

大程度， 有效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２）针对进一步审计程序：
在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应对重大

错报风险时，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注册会计

师针对评估出的重大错报风险， 恰当设计进

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降

低选取不适当的审计程序的风险； 有助于注

册会计师对已获取的事实及证据表明可能存

在未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的情形保持警觉，
并作出进一步调查。

（３）针对评价审计证据：
在评价审计证据时，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

于注册会计师评价是否已获取充分、 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及是否还需执行更多的工作； 有

助于注册会计师审慎评价审计证据， 纠正仅

获取最容易获取的审计证据， 忽视存在相互

矛盾的审计证据的偏向。
（４）针对评价舞弊：
保持职业怀疑对于注册会计师发现舞弊、

防止审计失败至关重要。
【相关链接】 结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 问 题 解 答 第 １ 号———职 业 怀 疑》 进 行

学习。
【例题 ６·多选题】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

作中保持职业怀疑， 有利于以下方面（　 ）。
Ａ． 发现舞弊

Ｂ． 降低审计成本

Ｃ． 提高审计程序设计及执行的有效性

Ｄ． 评价已获取的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

当性

解析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注册会计师

恰当运用职业判断， 设计恰当的风险评估程

序和进一步审计程序， 以降低审计风险， 但

不会降低审计成本， 相反这种质疑的思维方

式， 可能会增加审计成本。 答案 ＡＣＤ

五、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注册会计师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需要从

以下 ６ 个方面进行理解， 具体见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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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对注册会计师合理运用职业判断的理解

项目 内　 容

含义
是指在审计准则、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和职业道德要求的框架下， 注册会计师综合运用相关知识、 技

能和经验， 作出适合审计业务具体情况、 有根据的行动决策

意义

职业判断贯穿于注册会计师执业的始终， 涉及注册会计师执业中的各类决策：

①确定重要性， 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②为满足审计准则的要求和收集审计证据的需要， 确定

所需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③为实现审计准则规定的目标和注册会计师的总体

目标， 评价是否已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及是否还需执行更多的工作； ④评价管理层在运用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时作出的判断； ⑤根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结论， 如评价管理层在编制

财务报表时作出的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⑥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架识别、 评估和应对对职业道德基本

原则不利的影响

判断依据

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 职业标准的框架下作出， 并以具体事实和情况为依据。

如果有关决策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和情况所支持或者缺乏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职业判断并不

能作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决策过程
①确定职业判断的问题和目标； ②收集和评价相关信息； ③识别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案； ④评价可供

选择的方案； ⑤得出职业判断结论并作出书面记录

评价职业判断

质量的标准

衡量职业判断质量可以基于下列三个方面： ①准确性或意见一致性， 即职业判断结论与特定标准或

客观事实的相符程度， 或者不同职业判断主体针对同一职业判断问题所作判断彼此认同的程度。 ②

决策一贯性和稳定性， 即同一注册会计师针对同一项目的不同判断问题， 所作出的判断之间是否符

合应有的内在逻辑， 以及同一注册会计师针对相同的职业判断问题， 在不同时点所作出的判断是否

结论相同或相似。 ③可辩护性， 即注册会计师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工作， 通常， 理由的充分性、 思

维的逻辑性和程序的合规性是可辩护性的基础

书面记录作用

注册会计师对下列事项进行书面记录， 有利于提高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 ①对职业判断问题和目标

的描述； ②解决职业判断相关问题的思路； ③收集到的相关信息； ④得出的结论以及得出结论的理

由； ⑤就决策结论与被审计单位进行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例题 ７·单选题】 （２０１６ 年）下列有关职

业判断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注册会计师恰当记录与被审计单位就

相关决策结论进行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有利

于提高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

Ｂ． 如果有关决策不被该业务的具体事实

的情况所支持， 职业判断并不能作为注册会

计师作出不恰当决策的理由

Ｃ． 职业判断涉及与具体会计处理和审计

程序相关的决策， 但不涉及与遵守职业道德

要求相关的决策

Ｄ．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提高

职业判断质量

解析 职业判断涉及注册会计师执业中

的各类决策， 包括与具体会计处理相关的决

策、 与审计程序相关的决策， 以及与遵守职

业道德要求相关的决策。 答案 Ｃ

考点七　审计风险

扫 我 解 疑 难

一、 审计风险的含义★

审计风险是指当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时， 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

性。 财务报表中存在重大错报未被查出， 导

致审计意见错误的可能性既有客户方面的原

因， 也有审计人员方面的原因， 见图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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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审计风险的形成

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

险， 即：
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

二、 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

两个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财务报表层

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

险。 其中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由固有风

险和控制风险 构 成。 审 计 风 险 的 形 成 见

图１－８：

图 １－８　 审计风险的构成

对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的理解， 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

类别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检查风险

概念

固有风险是指在考虑相关

的内部控制之前， 某类交

易、 账户余额或披露的某

一认定易于发生错报的可

能性

控制风险是指某类交易、 账户余

额或披露的某一认定发生错报，

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是重

大的， 但没有被内部控制及时防

止或发现并纠正的可能性

检查风险是指如果存在某一错报， 该错

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可能是重大的，

注册会计师为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

低水平而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这种错报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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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检查风险

特性 注册会计师无法控制， 但可以评估 注册会计师可以控制

证据量

评估的固有风险越高， 则

所需的审计证据越多， 反

之越少

评估的控制风险越高， 则所需的

审计证据越多， 反之越少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高， 则所需的审计

证据越少， 反之越多

三、 检查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的反向关

系★★

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的相互关系可

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加以考查：
（１）从定量的角度看， 检查风险与重大错

报风险的反向关系用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可接受的）
检查风险

＝ （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２）从定性的角度看， 审计风险 （可接

受）既定的情况下， 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注册

会计师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越低， 反之亦

然。 换言之， 当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 注册

会计师必须扩大审计范围， 尽量将检查风险

降低， 以便将整个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

水平。
【知识点拨】 审计风险模型中的审计风险

是指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 这一风险水平

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就应确定。
１００％－审计风险＝审计意见的可信赖程度

『举例』 注册会计师对一上市公司的财务

报表和对一普通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 注册会计师对审计风险的要求不一样。
对上市公司报表的审计风险可能确定为 １％，
这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对审计结论要求有 ９９％
把握是正确的， 只有 １％出错的可能性， 注册

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必须执行较多的测试，
获取较多的证据， 以使审计风险降低到 １％
（可接受水平）； 而对普通公司年报的审计，
注册会计师可能确定其审计风险为 ２０％， 即

最终审计结论只要有 ８０％正确就可以， 注册

会计师以较少审计程序就可使审计风险降低

到可接受的 ２０％的水平。 所以， 审计风险与

审计证据之间成反向变动关系。 这里所说的

审计风险， 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之前对自己

的要求， 它是一种“要求的风险”。 有时我们

也可看到这样一句话： “审计风险越高， 所需

的审计证据就越多”， 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里

的审计风险是指“存在的风险”， 通常仅包括

重大错报风险。
重大错报风险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之前，

财务报表中已经存在， 如公司出现财务危机、
财务主管更替、 销售与收款业务内部控制不

完善， 可能导致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营业

收入、 存货等有关项目或交易的错报增加，
这些重大错报风险的增大， 使得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过程中就必须执行较多的测试， 获取

较多的证据， 以降低审计风险， 故重大错报

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成正向变动关系。 检查

风险确定的步骤， 见图 １－９：

图 １－９　 检查风险确定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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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１－９ 可以看出， 如果重大错报风险

较高， 表明会计数据出现错报的可能性较大，
则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必须执行较多

的测试， 获取较多的证据。 而根据检查风险

模型的公式， 审计风险（分子）一定， 重大错

报风险水平（分母）高， 则检查风险较低。 所

以，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成

反向变动关系。 这一关系， 也可按下面的介

绍来理解。
审计风险（可接受的水平）是在审计计

划时就已确定， 重大错报风险都是已存在

的事实， 计算出来的检查风险， 就是给注

册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提出的要求， 即要

求达到的检查风险， 这一检查风险也是一

种“可接受的风险” 。 如果重大错报风险较

高， 表明会计数据出现错报的可能性较大，
则对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测试的可靠性要

求较高， 即要求的检查风险降低（至可接受

程度） ， 就必须获取较多的证据来降低检查

风险到可接受的程度， 从而将审计风险水

平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四、 审计的固有限制★★

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导致注册会计师

据以得出结论和形成审计意见的大多数审计

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即使注册会计

师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计划和执行审计

工作， 也不可能将审计风险降为零。 注册会

计师不能对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重大错报获取绝对保证。
完成审计工作后发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

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 其本身并不表明注

册会计师没有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

工作。
审计的固有限制源于以下因素， 具体如

表 １－７ 所示：

表 １－７　 影响审计固有限制的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内容或举例

财务报告的性质
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需要作出判断， 许多财务报表项目涉及主观决策、 评估或一定程度的

不确定性， 并且可能存在一系列可接受的解释或判断

审计程序的性质

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能力受到实务和法律上的限制。 例如：

（１）管理层或其他人员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不提供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或注册会计师要求

的全部信息（不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２）舞弊可能涉及精心策划和蓄意实施以进行隐瞒。 因此， 用以收集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可能对于发现舞弊是无效的（舞弊）；

（３）审计不是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官方调查（取证权限）

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和成本效益的权衡

为了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成本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有必要：

（１）计划审计工作， 使审计工作以有效的方式得到执行；

（２）将审计资源投向最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 并相应地在其他领域减少审计资源；

（３）运用测试和其他方法检查总体中存在的错报

考点八　审计过程★

扫 我 解 疑 难

审计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见图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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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０　 审计过程

『提示』 本图对每一流程只是列举了其主要的工作程序， 审计流程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区分。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２０１９ 年）∗下列有关财务报表审计的说法

中， 错误的是（　 ）。
Ａ． 审计不涉及为如何利用信息提供建议

Ｂ． 审计的目的是增强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

告的信赖程度

Ｃ． 审计只提供合理保证， 不提供绝对保证

Ｄ． 审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和已审计

财务报表

２． （２０１９ 年）下列有关重大错报风险的说法

中， 错误的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从财务报表层次和各

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考虑重

大错报风险

Ｂ． 重大错报风险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

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Ｃ． 重大错报风险可进一步区分为固有风险

和检查风险

Ｄ． 注册会计师可以定性或定量评估重大

错报风险

３．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财务报表审计的说法

中， 错误的是（　 ）。
Ａ． 财务报表审计的目的是改善财务报表

的质量或内涵

Ｂ． 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是独立性和专业性

Ｃ． 财务报表审计可以有效满足财务报表预

期使用者的需求

Ｄ． 财务报表审计提供的合理保证意味着

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

计证据消除审计风险

４． （２０１８ 年）下列各项中， 通常不属于财务报

表预期使用者的是（　 ）。
Ａ．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Ｂ． 被审计单位的股东

Ｃ． 为被审计单位提供贷款的银行

Ｄ． 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注

册会计师

５．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职业怀疑的说法中， 错

误的是（　 ）。
Ａ．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保

持职业怀疑

Ｂ． 保持职业怀疑是注册会计师的必备技能

Ｃ． 保持职业怀疑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发现所

有由于舞弊导致的错报

Ｄ． 保持职业怀疑是保持审计质量的关键

要素

６．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

说法中， 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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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与被审计单位的

风险相关， 独立于财务报表审计而存在

Ｂ． 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

险可以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Ｃ． 注册会计师无法单独对固有风险和控制

风险进行评估

Ｄ． 固有风险始终存在， 而运行有效的内

部控制可以消除控制风险

７． （２０１７ 年）下列关于财务报表审计和财务报

表审阅的区别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财务报表审计所需的审计证据的数量

多于财务报表审阅

Ｂ． 财务报表审计采用的证据收集程序少于

财务报表审阅

Ｃ． 财务报表审计提供的保证水平高于财务

报表审阅

Ｄ． 财务报表审计提出结论的方式与财务

报表审阅不同

８． （２０１７ 年）下列关于检查风险的说法中， 错

误的是（　 ）。
Ａ． 检查风险是指注册会计师未能通过审

计程序发现错报， 因而发表不恰当审计意

见的风险

Ｂ． 检查风险通常不可能降低为零

Ｃ．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降低检查风险

Ｄ． 检查风险的高低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

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９． （２０１７ 年）下列关于职业判断的相关说法

中， 错误的是（　 ）。
Ａ． 职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

的核心

Ｂ． 保持适当的职业怀疑有助于提高职业判

断质量

Ｃ． 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可辩护性是衡量职业

判断质量的重要方面

Ｄ． 注册会计师应当记录在审计过程中作

出的所有职业判断

１０． （２０１７ 年）下列有关职业怀疑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
Ａ． 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摒弃“存在

即合理”的逻辑思维

Ｂ． 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审慎评价审

计证据

Ｃ． 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假定管理层

和治理层不诚信， 并以此为前提计划审

计工作

Ｄ． 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引起疑虑

的情形保持警觉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２０１９ 年）不属于鉴证业务的有（　 ）。
Ａ． 财务报表审阅

Ｂ． 财务报表审计

Ｃ． 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

Ｄ． 代编财务信息

２． （２０１８ 年）下列有关鉴证业务保证程度的说

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 有限保证

是中等水平的保证

Ｂ． 审计提供合理保证， 审阅和其他鉴证业

务提供有限保证

Ｃ． 合理保证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多， 有限保

证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少

Ｄ． 合理保证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 有限

保证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

３． （２０１８ 年）下列选项中， 属于审计基本要求

的有（　 ）。
Ａ． 遵守审计准则

Ｂ． 遵守职业道德守则

Ｃ． 保持职业怀疑

Ｄ． 合理运用职业判断

４． （２０１８ 年）注册会计师要对职业判断做出适

当的书面记录， 下列各项记录内容中， 有

利于提高职业判断的可辩护性的有（　 ）。
Ａ． 注册会计师解决职业判断相关问题的

思路

Ｂ． 注册会计师得出的结论及理由

Ｃ． 注册会计师就决策结论与被审计单位进

行沟通的方式和时间

Ｄ． 注册会计师收集到的相关信息

５． （２０１８ 年）下列选项中， 属于审计的固有限

９２０



制的有（　 ）。
Ａ． 许多财务报表项目涉及主观决策、 评

估或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并且可能存在

一系列可接受的解释或判断

Ｂ．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可能拒绝提供注册会

计师要求的某些信息， 即使注册会计师实

施了旨在保证所获取所有的相关信息的审

计程序， 也不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Ｃ． 注册会计师没有被授予调查被审计单位

涉嫌违法行为所必要的特定法律权力

Ｄ． 注册会计师将审计资源投向最可能存

在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 并且应减少其他

领域的审计资源

６． （２０１６ 年）下列关于重大错报风险的说法

中， 正确的有（　 ）。
Ａ． 重大错报风险包括固有风险和检查

风险

Ｂ．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重大错报风险与特定

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认定相联系

Ｃ． 在评估一项重大错报是否为特别风险

时， 注册会计师不应考虑控制对风险的抵

销作用

Ｄ． 注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可能随着审计过程中不断获取审计证据而

做出相应的变化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解析】 审计的最终产品是审计报告。
２． Ｃ　 【解析】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可以

进一步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选项

Ｃ 错误。
３． Ｄ　 【解析】 审计风险不可能消除， 只能从

一定程度上降低。
４． Ｄ　 【解析】 管理层、 股东以及为被审计单

位提供贷款的银行， 都属于财务报表的预

期使用者。
５． Ｃ　 【解析】 保持职业怀疑， 有利于注册会

计师发现错报， 但是并非能够发现所有的

错报。
６． Ａ　 【解析】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是认定层

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选项 Ｂ 错误； 注册会

计师既可以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单

独评估， 也可以进行合并评估， 选项 Ｃ 错

误； 由于控制的固有局限性， 某种程度的

控制风险始终存在， 选项 Ｄ 错误。
７． Ｂ　 【解析】 财务报表审计采用的证据收集

程序包括检查、 观察、 询问、 函证、 重新

计算、 分析程序等。 财务报表审阅采用的

证据收集程序受到有意识的限制， 主要采

用询问和分析程序获取证据， 因此财务报

表审计证据收集程序多于财务报表审阅。
８． Ａ　 【解析】 检查风险是指如果存在某一错

报， 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可能是重

大的， 注册会计师为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

受的低水平而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这种错

报的风险。
９． Ｄ　 【解析】 注册会计师需要对职业判断作

出适当的书面记录， 但是并非其在审计过

程中作出的所有职业判断均进行书面

记录。
１０． Ｃ　 【解析】 所谓职业怀疑， 并不是要求

注册会计师假设管理层是不诚信的， 而

是指注册会计师应当以质疑的思维方式

评价所获取证据的有效性， 并对相互矛

盾的证据， 以及引起对文件记录或责任

方提供的信用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的证据

保持警觉。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ＣＤ　 【解析】 鉴证业务包括审计业务、 审

阅业务和其他鉴证业务。 选项 ＣＤ 属于相

关服务业务。
２．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有限保证提供的是

有意义水平的保证； 选项 Ｂ， 其他鉴证业

务的保证程度分为合理保证和有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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