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答题专题讲解

１ 经济利益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

一、 １０个主体

（１）会计师事务所；
（２）审计项目组成员；
（３）审计项目组成员的主要近亲属；
（４）审计项目组成员的其他近亲属；
（５）所在分部的其他合伙人；
（６）所在分部的其他合伙人的主要近亲属；
（７）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其他合伙人；
（８）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其他合伙人的主要近亲属；
（９）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管理人员；
（１０）为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管理人员的主要近亲属。
二、 主要事件

在被审计单位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
三、 １０个主体的区别

只有（４）有防范措施（处置、 复核、 调离）， 其他都无防范措施。
四、 其他事件

（１）当一个实体在审计客户中拥有控制性的权益， 并且审计客户对该实体重要， 主

体（１） 、 （２） 、 （３） 在该实体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 则没有防范

措施；
（２）主体（１）、 （２）、 （３）在某一实体拥有经济利益， 并且审计客户也在该实体拥有经济

利益（与审计客户形成关联关系）， 重大则没有防范措施， 不重大则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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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贷款和担保以及商业关系、 家庭和私人关系

一、 贷款担保

１ 禁止的情况

（１）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等审计客户不按照正常的程序、 条款和条件提供贷款或担保；
（２）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项目组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从不属于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的审

计客户取得贷款， 或由审计客户提供贷款担保；
（３）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项目组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向审计客户提供贷款或为其提供担保。
２ 能够通过采取防范措施将不利影响降低的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正常的贷款程序、 条款和条件， 从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等审计客户取

得贷款， 该贷款对审计客户或会计师事务所影响重大。
３ 不会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１）审计项目组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按照正常的程序、 条款和条件从银行或类似金融机

构等审计客户取得贷款， 或由审计客户提供贷款担保；
（２）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项目组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在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等审计客户

开立存款或交易账户， 账户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开立。
二、 商业关系

一起开办企业、 捆绑销售、 互相推广产品服务， 一票否决； 如果从被审计单位购买商

品， 按正常交易程序， 交易性质不特殊且金额不重大则无妨； 就算按照正常交易程序， 但交

易性质特殊或金额重大则可能因自身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 家庭和私人关系

如果审计项目组成员与审计客户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某些特定员工之间存在家庭和

私人关系， 可能因自身利益、 密切关系或外在压力产生不利影响。 不利影响存在与否及其重

要程度主要取决于： 该成员在审计项目组内的角色、 其家庭成员或相关人员在客户中的职位

以及关系的密切程度等。

３ 与审计客户发生人员交流

（１）关注跳槽的方向：
①前任成员担任审计客户的重要职位（从事务所跳槽到被审计单位： 密切关系、 外在压力）；
②最近曾任审计客户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特定员工（从被审计单位跳槽到事务所：

自身利益、 自我评价或密切关系）；
③临时借调员工（自我评价）： 只能提供短期借调并且借调员工不能为审计客户提供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禁止提供的非鉴证服务；
④兼任审计客户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高管）。
（２）关注“关键审计合伙人”和“高级合伙人”加入公众利益实体的不同情况：
①关键审计合伙人加入属于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客户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特定员工：
除非该合伙人不再担任关键审计合伙人后， 该公众利益实体发布了已审计财务报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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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期间不少于十二个月， 并且该合伙人不是该财务报表的审计项目组成员， 否则独立性将

视为受到损害。
②前任高级合伙人加入属于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客户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特定

员工：
除非该高级合伙人离职已超过十二个月， 否则独立性将被视为受到损害。

４ 与审计客户长期存在业务关系

一、 审计公众利益实体（满五延一停二）
对公众利益实体审计客户的轮换要求主要包括：
（１）如果审计客户属于公众利益实体， 执行其审计业务的关键审计合伙人任职时间不得

超过五年。 如果某人在审计项目组担任的职务均属于关键审计合伙人， 在确定其任职时间

时， 担任这些职务的年限需要合并计算。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因无法预见和控制的情形而不能按时轮换关键

审计合伙人。 如果关键审计合伙人的连任对审计质量特别重要， 并且通过采取防范措施能够

消除对独立性产生的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则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该

关键审计合伙人在审计项目组的时限可以延长一年。
（２）在轮换后， 至少要经过两年的时间（暂停服务期）， 关键审计合伙人才能恢复其关键

审计合伙人或审计项目组成员的身份。 在暂停服务的两年期间， 该关键审计合伙人也不得有

下列行为：
①参与该客户的审计业务；
②就有关技术或行业特定问题、 交易或事项向项目组或该客户提供咨询；
③为该客户的审计业务实施质量控制复核；
④以其他方式直接影响业务结果。
【注意】
（１）签字的项目经理视同关键审计合伙人；
（２）年限计算问题：
例如， 某一审计客户属于公众利益实体， 某合伙人自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开始担任该

审计客户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其中， 因故没有担任 ２０１７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关键审计合伙

人， 随后其继续担任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该合伙人的五

年任期应从 ２０１５ 年算起， 但 ２０１７ 年度不计算在该合伙人对该审计客户的五年任期之内。
二、 审计后成为公众利益实体

如果审计客户成为公众利益实体， 在确定关键审计合伙人的轮换时间时， 会计师事务所

应当考虑， 在该客户成为公众利益实体之前， 该合伙人已为该客户提供服务的时间。
（１）在审计客户成为公众利益实体之前， 如果关键审计合伙人已为该客户服务的时间不

超过 ３ 年， 则该合伙人还可以为该客户继续提供服务的年限为 ５ 年减去已经服务的年限。
（２）如果关键审计合伙人为该客户服务了 ４ 年或更长的时间， 在该客户成为公众利益实

体之后， 该合伙人还可以继续服务 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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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计后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如果审计客户是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关键审计合伙人在该公司上市后连续提供审

计服务的期限， 不得超过 ２ 个完整会计年度。
【归纳】

表 １　 适用于一般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客户

已为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客户 轮换前最长服务年限 “暂停”服务期间

一般情况 ５ 年 ２ 年

特殊情况（参见上文） ６ 年 ２ 年

表 ２　 适用于客户成为公众利益实体后的轮换时间表

在审计客户成为公众利益实体前的

服务年限（Ｘ年）

成为公众利益实体后继续

提供服务的年限
“暂停”服务期间

Ｘ≤３ 年 （５－Ｘ）年 ２ 年

Ｘ＞３ 年 ２ 年 ２ 年

如客户是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２ 年 ２ 年

５ 为审计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编制会计记录或财务报表等会计和记账服务、 税务服务、
内部审计服务、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 评估服务、 诉讼支持服务、 法律服务、 招聘服务等对独

立性不利影响的考虑：
（１）是否承担管理层职责？
（２）是否存在提供的服务对财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 导致自我评价的不利影响？

２０１９ 年

上市公司甲公司是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ＸＹＺ 公司和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

处于同一网络。 审计项目组在甲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遇到下列事项：
（１）项目合伙人 Ａ 注册会计师曾负责审计甲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至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表， 之后

调离甲公司审计项目组， 担任乙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至 ２０１７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合伙人， 乙公

司是甲公司不重要的子公司。
（２）审计项目组成员 Ｂ 注册会计师的父亲在丙公司持有重大经济利益。 丙公司为甲公司

不重要的联营企业， 不是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３）审计项目组成员 Ｃ 曾担任甲公司成本会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离职加入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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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同年 １０ 月加入甲公司审计项目组， 负责审计固定资产。
（４）甲公司聘请 ＸＹＺ 公司提供人力资源系统的设计和实施服务， 该系统包括考勤管理和

薪酬计算等功能。
（５）甲公司是丁公司的重要联营企业。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ＸＹＺ 公司接受丁公司委托对其拟投

资的标的公司进行评估， 作为定价参考。 丁公司不是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６）甲公司研发的新型电动汽车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上市。 甲公司在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年会

上为其员工举办了专场试驾活动， 并宣布事务所员工可以按照甲公司给其同类大客户的优惠

价格购车。
要求： 针对上述第（１）至（６）项， 逐项指出是否可能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有关独立性规定的情况， 并简要说明理由。 将答案直接填入答题区相应的表格内。

事项序号
是否违反

（违反 ／不违反）
理　 　 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答案】

事项序号
是否违反

（违反 ／不违反）
理　 　 由

（１） 不违反
Ａ 注册会计师不是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不计入甲公司关键审计合伙人五年连续任期

（２） 违反

项目组成员 Ｂ 的主要近亲属在丙公司拥有重大经济利益， 且甲公

司对联营企业丙公司有重大影响， 因自身利益对独立性产生严重

不利影响

（３） 违反
Ｃ 曾在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担任审计客户的特定员工， 因自身利

益、 自我评价或密切关系对独立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４） 违反

网络事务所对审计客户提供的人力资源系统的设计和实施服务所

生成的信息构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因自我评

价对独立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５） 不违反
对丁公司投资标的的评估结果不构成实施审计程序的对象， 不对

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６）
违反

该试驾活动目的实质是 ＡＢＣ 会计师事务所向其员工推销审计客户

的产品，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介入此类商业关系， 将因自身利益对

独立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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