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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注会《审计》预习计划表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波 2021 年注会备考党即将来袭，你准备好加入了吗？

为帮助大家尽快适应《审计》科目的学习，中华会计网校针对该科目制定了 2021

年预习学习计划表，以方便同学们对该科目的预学习进度进行整体把握，希望这

份计划表对大家顺利通过 2021 年的考试有所帮助。

注：本计划表为普适性计划表，学员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备考时间。

考情内容：审计是 CPA考试六科中“三座大山”之一，历年考试均有一定难度，需要大家
认真学习备考。审计的考核比较全面，但也重点突出，注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可以通
过官方教材+课程+辅导书的方式展开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该科目的考试题型
涉及有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和综合题，其中简答题的考核重点比较突出，建议大家
有针对性的掌握。
考试重点考查的章节有：第 1-4 章、第 8 章、第 17 章、第 21 章和第 23 章的内容。第
1 章分值最高，是非常重要的章节，平均每年考查分值为 12 分，已经达到及格分数的
1/5。
各章按照重要程度划分，可以分为三级，分别是：
第一级 第 1 章、第 3 章、第 17 章、第 21 章、第 8 章、第 23 章、第 4 章、第 2 章、
第 20 章、第 19 章、第 13 章、第 7 章、第 11 章；
第二级 第 16 章、第 14 章、第 18 章、第 15 章、第 6 章；
第三级 第 12 章、第 10 章、第 5 章、第 22 章、第 9 章。
希望通过 2021 年的学习，大家都能通过考试！

周次 章节 学习知识点 考频 学习提醒

第
一
周

第一章

审计的概念与保证程度 ★★ 本章属于审计的基本理论部
分，近几年考试主要以客观题
为主，难度较低。重点掌握审
计要素和审计基本要求；准确
把握各类认定和具体审计目
标的含义，在综合题中每年都
有考查；掌握审计风险的内
涵，对重大错报风险类别的评
估以及其与检查风险的反向
变动关系加以理解区分。

审计要素 ★★

审计目标 ★★★★

审计基本要求 ★★

审计风险 ★★★★

审计过程 ★

第二章

初步业务活动 ★ 初步业务活动、总体审计策略
和具体审计计划通常考选择
题；
重要性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可
能直接考查，也可能在题干中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
计计划

★★

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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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息出现间接考查，甚至
主观题考查，需要深刻理解记
忆。

第三章

审计证据的性质 ★★★★ 注意审计证据的数量难以弥
补质量上的不足；函证的内容
频繁在简答题中出现，对于函
证部分的内容应结合应收账
款函证、银行存款函证、应付
账款函证，熟练掌握；分析程
序用于三阶段是否属于强制
要求，用于不同阶段的目的，
都应掌握，易在客观题中考
查。

审计程序 ★★

函证 ★★★★

分析程序 ★★★★

第
二
周

第四章

审计抽样的相关概念 ★ 审计抽样的基本概念属于考
查较为频繁的内容，在客观题
中经常出现，对于统计、非统
计抽样以及抽样、非抽样风险
的相关概念需准确掌握；审计
抽样涉及的计算题考查可能
性较小，可结合个人学习时间
和学习情况酌情考虑掌握。

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中
的应用

★★★★

审计抽样在细节测试中
的应用

★★★★

第五章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

此部分内容考查可能性较小，
其中一般控制、应用控制以及
公司层面控制三者之间的关
系属于相对高频的内容，分值
一般为 1 分。

第六章 审计工作底稿 ★★

审计工作底稿的内容易在简
答题中作为其中的某一事项
进行考查：审计工作底稿的归
档期限、归档的事务性工作
等。

第
三
周

第七章

风险识别和评估概述 ★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
理论性较强，建议加深理解；
控制环境五要素中对于控制
环境以及控制活动的介绍尤
其要注意；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会结合实际考查案例应用，比
较灵活，需重点把握；对于财
务报表层次以及认定层次重
大错报风险要进行准确区分，
在客观题、综合题中涉及较
多；对于特别风险的考虑要熟
悉。

风险评估程序、信息来
源以及项目组内部的讨
论

★★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
境

★★★★

了解内部控制 ★★★★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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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针对财务报表层次重大
错报风险与总体应对措
施

★★ 总体应对措施的具体内容需
要准确掌握，对于教材中增加
不可预见性的示例要熟悉；掌
握实施控制测试的情形并熟
悉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对于
期中及以前审计证据的考虑。

针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
风险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

控制测试 ★★★★

实质性程序 ★★★★

第
四
周

第九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实质
性程序

★★★★

对于实质性程序要重点掌握
应收账款函证，应收账款函证
的内容经常作为一道单独的
简答题出现，注重理解的同
时，需要培养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能力，多做主观题。

第
五
周

第十章 应付账款的实质性程序 ★★
对于未入账的应付账款的审
查属于学习的重点。

第
六
周

第十一章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实质
性程序

★★★★

其中存货监盘是非常重要的
内容，经常在简答题以及综合
题中出现，作为一道单独的简
答题命题的概率较大，需重点
掌握存货监盘的相关内容。

第
七
周

第十二章 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

对于货币资金的相关内部控
制活动要熟悉；
现金监盘、银行存款函证，属
于需重点掌握的内容，在简
答、综合题中出现的概率较
大。

第十三章

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
相关的责任

★★
主要是在客观题中对理论知
识进行考查，但也可能结合第
7/8 章考查舞弊风险的识别
和应对；需要注意：舞弊、管
理层凌驾于内控之上以及超
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
方交易，可以直接判定为特别
风险；对于舞弊三要素的区分
要熟悉；对两类法律法规以及
实施的审计程序要进行准确
辨识。

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律
法规的考虑

★★

第
八
周

第十四章
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的
沟通

★★
本章多考查客观题，也可在主
观题中与具体审计项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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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查；要准确掌握注册会
计师应与治理层沟通的六个
事项，其中值得关注的内部控
制缺陷以及注册会计师的独
立性属于应当书面沟通的事
项；
前后任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
前、接受委托后的沟通的异同
点要进行归纳区分。

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
注册会计师的沟通

★★

第十五章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
本章通常以客观题形式进行
考查，主观题也有可能涉及；
需要关注：CPA 是否关注以
及如何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是
否利用专家的工作，与专家达
成一致意见，评价专家工作的
恰当性。

利用专家工作 ★★

第
九
周

第十六章

与集团财务报表审计有
关的概念

★★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内容易
在客观题以及简答题中出现，
可能作为一道单独的简答题，
集团项目组对组成部分注册
会计师的了解、重要性的确定
以及风险的应对均需要重点
掌握。

了解集团及其环境、集
团组成部分及其环境

★

了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
师

★★

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重
要性

★★★★

针对评估的风险采取的
应对措施

★★★★

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的沟通

★

与集团管理层和集团治
理层的沟通

★

第十七章

审计会计估计 ★★★★

此部分内容在简答题中几乎
每年都有所涉及，其中会计估
计、持续经营假设尤其频繁，
需重点掌握。

关联方的审计 ★★★★

考虑持续经营假设 ★★★★

首次接受委托对期初余
额的审计

★★★★

第
十
周

第十八章

完成审计工作概述 ★★ 三个时段期后事项的判断以
及责任的区分需要准确掌握；
书面声明的日期、管理层不提
供书面声明以及对书面声明
可靠性产生疑虑在客观题、简
答题中均易出现，需要准确掌

期后事项 ★★

书面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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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第十九章

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
审计报告的内容经常作为一
道单独的简答题出现，准确掌
握审计意见类型的判断；对于
关键审计事项、强调审计事
项、其他事项段以及其他信息
要进行辨识区分；比较信息考
查的范围相对较小，并且主要
以对应数据为主，掌握不同类
型下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
审计事项

★★★★

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
事项段、其他事项段

★★★

比较信息 ★★

注册会计师对其他信息
的责任

★★

第
十
一
周

第二十章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含
义、范围和基准日

★
此部分内容近几年考题中主
要是以 1 至 2 道客观题的形
式考查，对于控制测试的范
围、出具的审计报告类型需要
重点掌握。

自上而下的方法 ★★

测试控制的有效性、企
业层面控制的测试

★★

内部控制缺陷评价以及
出具审计报告

★★★★

第二十一
章

质量控制的目标和要
素、客户关系和对业务
质量承担的领导责任

★★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道简答题，
要注意：理解质量控制的目标
和要素；掌握会计师事务所业
务质量控制准则各要素及其
主要内容。

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

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
接受与保持

★★

人力资源 ★★

业务执行、监控 ★★★★

第
十
二
周

第二十二
章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 近年的简答题大多将本章内
容与独立性结合考查分析性
简答题，掌握职业道德概念框
架的具体运用。

职业道德概念框架的运
用

★★★★

第二十三
章

基本概念和要求 ★

对独立性是否产生不利影响
的情形需准确作出判断，此部
分作为一道单独的简答题，每
年考试中均会出现，不过客观
题中未曾涉及。

经济利益对独立性的不
利影响

★★★★

贷款和担保以及商业关
系、家庭和私人关系对
独立性的不利影响

★★★★

与审计客户发生人员交
流、长期存在业务关系
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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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计客户提供非鉴证
业务以及收费对独立性
的不利影响

★★★★

收费及其他 ★★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http://www.chinaacc.com/zhucekuaiji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