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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监局会计监管通讯 
二〇二一年第一期 

（总第 11 期） 

                                            2021 年 2 月 

编者按：为加强与辖区内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审计机

构的沟通交流，推动各机构进一步提高执业质量、提升服务资本

市场能力，上海证监局不定期编发《会计监管通讯》，通报辖区

会计监管有关信息。 

 

本期为2020年年报审计专刊，主要内容如下： 

 【审计执业问题通报】 

 【年报审计监管提示】 

 【年审机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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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执业问题通报】 

2020 年，上海证监局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的统一部署以及日

常监管中关注到的情况，对 12 家事务所执业的 14 个审计项目进行了

专项检查。根据检查情况，我局已对 6 个审计项目涉及的 6 家事务所

和 10 名相关责任人员下发了行政监管措施。现将检查中关注到的典

型问题通报如下： 

1.重要内控缺陷未识别或应对不到位。在执行 A 上市公司审计

过程中，未识别高管、员工借用资金超出公司正常经营范围，高管超

额预支年终奖，员工超期借用备用金，产成品出库时间晚于实际交付

时间等内控缺陷。在执行 B上市公司审计过程中，未充分关注 Y产品

大宗采购预付金额比例高且存在全额退回、部分购销合同与相应的解

除协议所载货物名称不一致、部分合同对手方经营范围与实际交易产

品不符等异常情形，未识别出未履行招标程序、供应商评估文件缺失、

采购合同未经恰当审批、采购预付款未经恰当审批等内控缺陷。 

2.重大资产减值审计程序存在缺陷。在执行 C 上市公司商誉、

存货减值审计过程中，未关注到 C公司年末未对当年收购 M 公司形成

的商誉执行减值测试；未充分复核 C公司对收购 N 公司形成的商誉执

行减值测试所选取关键参数的合理性与恰当性，未发现 C 公司使用的

折现率存在明显错误，未关注评估报告使用的预测收入增长率明显高

于历史增长率的合理性；未审慎评估重要生产技术面临淘汰以及土地

多年未开发等事项带来的存货减值风险。在执行 D 上市公司应收账款

减值审计过程中，已关注到债务人处于停产状态、资金链紧张、应收

账款的可回收金额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在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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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情况下就得出该债务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偿债能力的审计

结论。 

3.未合理考虑导致上期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对本期的影响。S

新三板挂牌公司上期财务报告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

断子公司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实际用途以及是否涉

及关联交易，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后任注册会计师执行首

次审计业务时，在导致上期保留意见的事项仍未消除的情况下，未对

期初余额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以判断期初应收账款及其他非流动资

产的商业实质，本期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依据不充分。R新三

板挂牌公司上期财务报告因重要全资子公司已停业、财务资料严重缺

失等原因无法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本期末 R 公司不再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并确认大额投资收

益。后任注册会计师执行首次审计业务时，在导致上期无法表示意见

的事项仍未消除的情况下，未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以确定期初余额及

当期投资收益的准确性，本期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依据不充

分。 

4.未充分调查重要应收账款回函差异。在执行 E 上市公司应收

账款函证程序时，W 客户回函表示“由于设备承制方未能完成合同要

求，不具备付款条件，此询证函仅用于已付款项的核对”，针对该回

函差异事项，审计底稿仅记录“已获取确认收入的终验单，仅存在部

分未完成，不影响收入确认”，但审计底稿中重要审计证据“终验单”

实际为“竣工单”，并且“竣工单”仅对设备安装事项予以确认，未

对终验事项予以确认，不符合合同验收条款约定，审计时未充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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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差异事项，也未考虑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年报审计监管提示】 

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 2020 年上市公司年

报审计业务时应注重以质量管理为核心，以问题和风险为导向，勤勉

审慎执业，切实提高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质量。我局提示各会计师事务

所注意以下事项： 

1.以质量管理为核心，切实提升全所整体执业质量。各事务所应

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在业务承接、人员委派、质量控制复核、分

歧解决等关键流程加强质量管理，尤其应审慎承接高风险审计客户、

加大对高风险项目和高风险人员的全流程质量管控，切实保障 2020

年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新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新所”应提高风险意

识，建立有别于一般业务的证券服务业务质量管理体系和投资者保护

机制，明确具体流程和标准，做好全过程质量管理；加强证券市场法

律法规和执业标准学习，切实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2.以问题和风险为导向，有效控制重点领域审计风险。 

（1）疫情环境下的风险评估。各事务所应充分关注上市公司的

业务性质、所属行业及所在地区，恰当评估疫情相关重大错报风险；

更新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充分考虑疫情对销售、采购、成

本结转、资金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重要流程的影响，恰当评价相关

内部控制的设计并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在执行拟实施的审计程序

后，结合新取得的审计证据或信息复核风险评估初步结果的恰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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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识别的风险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2）会计估计相关审计。各事务所应复核并评价管理层作出会

计估计的过程及其依据的合理性，保持职业怀疑，充分识别管理层利

用会计估计变更操纵利润的迹象，并作出恰当的审计应对。对于大额

资产减值，检查减值所依据的信息是否存在夸大疫情影响的情形；对

于或有事项及预计负债，检查管理层是否根据未决诉讼目前状况审慎

判断上市公司可能承担的支付义务；对于会计估计变更，检查管理层

是否刻意混淆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并将检查范围扩大到受

变化影响的其他会计估计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信息系统审计。各事务所应正确评估自身专业胜任能力，

审慎承接金融、互联网、电商等高度依赖信息系统的上市公司审计业

务。在执行信息系统审计时，应加强对被审计单位数据库及业务信息

的检查，充分识别被审计单位利用篡改数据、刷单等手段进行舞弊的

情形，恰当评价业务数据的可靠性、信息系统的可信赖程度及对财务

报表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信息系统相关舞弊风险。 

（4）重大非常规交易审计。各事务所应加强对重大非常规交易

的审计，保持合理职业怀疑，准确判断交易实质，充分评价交易的商

业合理性，复核重大交易涉及的会计估计是否存在偏向，执行会计分

录测试，确保相关交易按照其交易实质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5）恰当发表审计意见并充分披露审计事项。各事务所应核实

上市公司非标事项最新进展，恰当判断非标事项对 2020 年财务报表

是否具有重大、广泛影响；在审计报告中充分披露非标事项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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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审计机构作出重大性、广泛性判断的依据；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

求出具非标意见专项说明，并形成相应底稿备查。 

3.继续加强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领域的审计风险敏锐度。各事务

所应严格按照执业准则和《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9 号——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其审计》等勤勉尽责执业，注意结合上市公司及其

环境、内部控制情况恰当识别和评估资金占用方面的重大错报风险和

舞弊风险等，设计和执行恰当的应对措施，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以及

相关结论。 

4.不断强化基础审计程序的执行，切实提升审计执业质量。基础

审计程序的有效执行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环节，各事务所要完善关

键审计程序的操作指引和质量控制复核要求，切实加强风险评估、函

证、监盘、分析程序、审计抽样等基础审计程序的执行，避免审计程

序流于形式，特别应杜绝审计人员“放飞机”的情况。 

5.持续加强执业准则和监管指引的学习和应用。应关注疫情环境

下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折旧摊销、政府补助、租金减免等会计处理以

及新准则在实务中的应用，认真学习《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

第 1 号》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评估类第 1 号》等监管指引，提

升对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信息披露规定的理解水平，有效判断上

市公司对相关业务会计处理的恰当性和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年审机构变更情况】 

根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2 月 5 日，上海辖区 34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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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中共有 32 家变更 2020 年年报审计机构（占比约 9%），包

括主板上市公司 27 家、中小板上市公司 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1 家，

其中 2021 年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审计机构的上市公司 4家。 

表：2020 年度辖区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变更情况 

序

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2019 年年报

审计机构 

2020 年年报

审计机构 
公告的变更原因 

1 002116.SZ 中国海诚 致同 信永中和 提供审计服务聘期已满 

2 002252.SZ 上海莱士 大华 毕马威 公司业务与未来发展的审计需求 

3 002269.SZ 美邦服饰 安永 希格玛 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4 002454.SZ 松芝股份 大信 中兴财光华 已连续 3 年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聘任期限已满

5 300336.SZ 新文化 立信 大信 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 

6 600018.SH 上港集团 立信 普华永道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承担

同一家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超过规定年限

的，应予以更换 

7 600061.SH 国投资本 立信 信永中和 
原审计服务合同到期，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

和未来审计需要 

8 600073.SH 上海梅林 德勤 毕马威 
德勤提出基于对客户管理的调整战略，公司不

再作为德勤审计业务的战略客户 

9 600081.SH 东风科技 立信 信永中和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连续 9 年为公司提供财务

审计服务，期间未进行轮换，结合会计师轮换

机制等原因  

10 600119.SH ST 长投 立信 上会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16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实际 

11 600193.SH 
ST 创兴

（注）
 

广东正中珠

江 
中兴华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为更好地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

12 600500.SH 中化国际 德勤 安永 由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13 600517.SH 
国网英大

（注） 
瑞华 信永中和 

根据相关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轮换要求，结合

公司业务发展及未来审计工作的需要 

14 600597.SH 光明乳业 德勤 普华永道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24年为公司提供财务报

表审计服务，为保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

性和公允性 

15 600615.SH 丰华股份 天健 大华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提供审计服务 7 年，结

合会计师轮换机制及未来业务发展规划等原因

16 600647.SH 同达创业 瑞华 中审众环 

原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已超过 8 年，为

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综合考

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实

际需要 

17 600834.SH 申通地铁 上会 天职国际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服务 28 年，为保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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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允性 

18 600836.SH *ST 界龙 立信 上会 

由变更后的实际控制人依据其委托表决权（包

括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提案，鉴于原会计

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

时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19 600837.SH 海通证券 德勤 普华永道 连续聘用期限达到 8年，按规定轮换 

20 600838.SH 上海九百 立信 中汇 

按照实际控制人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从

确保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独立性和客观性，同时

满足发展需要出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九百（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百集团）于 2020

年 5月 7日向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提出临

时提案，提议改聘中汇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1 600850.SH 华东电脑 中审众环 大华 
根据有关规定，原会计师事务所未入选公司实

际控制人统一招标确定的审计机构名单 

22 600895.SH 张江高科 天职国际 毕马威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国资委《浦东新区国有企

业委托审计管理暂行办法》（浦国资委[2011] 

402 号）相关规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

原则上不超过 5年。2019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

公司连续聘用天职国际的年限达到 5 年，自

2020 年起，天职国际将不再担任公司审计服务

的外部审计机构。 

23 601211.SH 国泰君安 安永 毕马威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达到审计更换年限 

24 601229.SH 上海银行 毕马威 普华永道 连续聘用期限达到 8年，按规定轮换 

25 603006.SH 联明股份 立信 大华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未来整体审计效

率的需求 

26 603009.SH 北特科技 天职国际 中汇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为本公司连续提供 9 年审计

服务。双方对于 2020 年度审计时间安排不能达

成一致，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就

未来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效率需求考虑  

27 603108.SH 润达医疗 立信 亚太(集团)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19 年 10 月变更为杭州市

下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且立信审

计团队已经连续 10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参

考国资委相关规定，为持续有效保证公司审计

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28 603499.SH 翔港科技 立信 普华永道 

公司原财务审计机构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多年，2020 年，公司致力于打造“日化产品

一站式供应商”的战略目标，先后完成了多起

收购，国际业务占比有所提高。公司为了更好

地与日化供应链相匹配，更好地适应未来业务

发展 

29 603565.SH 中谷物流 容诚 天健 鉴于原审计团队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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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公司采用了

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对公司2020年年度审计机构

进行了选聘 

30 603619.SH 中曼石油 立信 中汇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连续 8 年为公司提供财务

审计服务，现因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

工作的需要 

31 603885.SH 
吉祥航空

（注） 
立信 大华 

原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连续 8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鉴于公司战略发展和原会计师审计工作

安排需要 

32 603991.SH 
至正股份

（注） 
立信 立信中联 

鉴于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时间安排

上未能达成一致，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会计师

审计工作安排需要，为保证审计工作的顺利进

行，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拟改聘 

注：2021 年公司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变更审计机构。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修订上市公司续聘/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通知》（上证函〔2021〕37 号）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

指南第 11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2021 年修订）>的通知》（深

证上〔2021〕27 号）相关要求，上市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上年

度审计意见、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

事务所的沟通情况以及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等内容。 

 

联系人：上海证监局会计监管处 冯龙飞 

联系电话：021-50121174 

电子邮箱：fenglf@csrc.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