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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 

其他事项段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

其他事项段，以提供必要的补充信息，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如果认为必要，注册会计师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提供补充

信息，以提醒使用者关注下列事项： 

（一）尽管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但对使用者理解财务报

表至关重要的事项； 

（二）未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但与使用者理解审计工作、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或审计报告相关的事项。 

第三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

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应用指南针对注册会计师确定并在审计报

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提出要求并提供指引。如果审计报告中包含关

键审计事项部分，本准则规范了关键审计事项和所有按照本准则的规

定在审计报告中提供的补充信息之间的关系。 

第四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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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应用指南针对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沟通提出要求并提

供指引。 

第五条  本准则附录 1 和附录 2 列示的其他审计准则，对在审计

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提出具体要求。在这些情况下，

本准则对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格式的要求同样适用。 

 

第二章  定  义 

 

第六条  强调事项段，是指审计报告中含有的一个段落，该段落

提及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披露的事项，根据注册会计师的职业

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第七条  其他事项段，是指审计报告中含有的一个段落，该段落

提及未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的事项，根据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

断，该事项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或审

计报告相关。 

 

第三章  目  标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在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后，

如果根据职业判断认为有必要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或其他

事项段，通过明确提供补充信息的方式，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下

列事项： 

（一）尽管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披露，但对财务报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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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 

（二）未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但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审

计工作、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或审计报告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要  求 

第一节  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 

 

第九条  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

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

表至关重要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

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一）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 

（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

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将要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第十条  如果在审计报告中包含强调事项段，注册会计师应当采

取下列措施： 

（一）将强调事项段作为单独的一部分置于审计报告中，并使用

包含“强调事项”这一术语的适当标题； 

（二）明确提及被强调事项以及相关披露的位置，以便能够在财

务报表中找到对该事项的详细描述。强调事项段应当仅提及已在财务

报表中列报或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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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出审计意见没有因该强调事项而改变。 

 

第二节  审计报告中的其他事项段 

 

第十一条  如果认为有必要沟通虽然未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

露，但根据职业判断认为与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审计工作、注册会计

师的责任或审计报告相关的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注册会计

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其他事项段： 

（一）未被法律法规禁止； 

（二）当《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

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适用时，该事项未被确定为将要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第十二条  如果在审计报告中包含其他事项段，注册会计师应当

将该段落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并使用“其他事项”或其他适当标题。 

 

第三节  与治理层的沟通 

 

第十三条  如果预期在审计报告中包含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

段，注册会计师应当就该预期和拟使用的措辞与治理层沟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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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其他审计准则对强调事项段的具体要求 

 

下列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在特定情况下在审计报告中包含

强调事项段，但其规定并不影响本准则的普遍适用性。 

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11 号——就审计业务约定条

款达成一致意见》第十九条第（二）项；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期后事项》第十五

条第（二）项和第十九条；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1 号——对按照特殊目的编

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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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其他审计准则对其他事项段的具体要求 

 

下列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在特定情况下在审计报告中包含

其他事项段，但其规定并不影响本准则的普遍适用性。 

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期后事项》第十五

条第（二）项和第十九条；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11 号——比较信息：对应数

据和比较财务报表》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

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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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审计报告参考格式 

参考格式 1：包含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强调事项段及其他事项段

的审计报告。 

参考格式 2：由于偏离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导致的带强调事

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参考格式 1：包含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强调事项段及其他事项段

的审计报告 

背景信息： 

1. 对上市实体整套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该审计不属于集团审计

（即不适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01 号——对集团财务报

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2. 管理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3. 审计业务约定条款体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11

号——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关于管理层对财务报表责

任的描述； 

4.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认为发表无保留意见是恰

当的； 

5. 适用的相关职业道德要求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6.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注册会计师认为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相关事项或情况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7. 在财务报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之间，被审计单位的生产设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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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火灾，被审计单位已将其作为期后事项披露。根据注册会计师的

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但在当期财

务报表审计中不是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8. 已经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

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就关键审计事项进行了沟通； 

9. 已列报对应数据，且上期财务报表已由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

法律法规不禁止注册会计师提及前任注册会计师对对应数据出具的

审计报告，并且注册会计师已决定提及； 

10. 负责监督财务报表的人员与负责编制财务报表的人员不同； 

11．除财务报表审计外，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注册会计师负有

其他报告责任，且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审计报告中履行其他报告责任。 

 

审计报告 

 

ABC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对财务报表审计的报告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 ABC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报表，包

括 20×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

×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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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附注×，该附注描述了火

灾对公司的生产设备造成的影响。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四）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

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是在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意见

的背景下进行处理的，我们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的意见。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

通关键审计事项》的规定描述每一关键审计事项。] 

（五）其他事项 

20×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由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于 20×1 年 3 月 31 日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六）管理层及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报告，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参考格

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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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报告，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参考格

式 1。] 

二、对其他法律和监管要求的报告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报告，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参考格

式 1。] 

 

负责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的项目合伙人是[姓名]。 

 

××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盖章）                        （签名并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名并盖章） 

中国××市                      二○×二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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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格式 2：由于偏离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导致的带强调事

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背景信息： 

1. 对非上市实体整套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该审计不属于集团审

计（即不适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01 号——对集团财务

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2. 管理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3．审计业务约定条款体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11

号——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关于管理层对财务报表责

任的描述； 

4.由于偏离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导致发表保留意见； 

5. 适用的相关职业道德要求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6.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注册会计师认为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相关事项或情况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7. 在财务报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之间，被审计单位的生产设备发

生了火灾，被审计单位已将其作为期后事项披露。根据注册会计师的

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但在当期财

务报表审计中不是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8. 注册会计师未被要求，并且也决定不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9. 负责监督财务报表的人员与负责编制财务报表的人员不同； 

10．除财务报表审计外，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注册会计师负有

其他报告责任，且注册会计师决定在审计报告中履行其他报告责任。 

 



 12 

审计报告 

 

ABC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对财务报表审计的报告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 ABC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报表，包

括 20×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

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年度的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公司 20×1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元，公司管理层对这些交易性金融资产未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

量，而是按照其历史成本进行计量，这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如果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司 20×1 年度利润表中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将减少×元，20×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

产将减少×元，相应地，所得税、净利润和股东权益将分别减少×元、

×元和×元。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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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火灾的影响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附注×，该附注描述了火

灾对公司的生产设备造成的影响。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报告，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参考格

式 1。]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报告，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参考格

式 1。] 

二、对其他法律和监管要求的报告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报告，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参考格

式 1。] 

 

负责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的项目合伙人是[姓名]。 

 

××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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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签名并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 

                               （签名并盖章） 

中国××市                      二○×二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