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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学院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审计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试的成

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普通专升本考试应有较高

的信度、较高的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方法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50分钟，满分 200 分。 

二、考试内容比例     

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识记为 40％，领会 30％，应用 30％。根据

考核内容每章都有考核。具体考试内容和比例大概为：第一章审计与鉴证概论（10％）；

第二章注册会计师管理（6％）；第六章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10％）；第七章审计证据

与审计工作底稿（22％）；第八章计划审计工作（12％）；第九章风险评估（8％）；第十

章风险应对（6％）；第十一章审计抽样（14％）；第十二章终结审计与审计报告（12％）。 

 

三、试题类型及比例 

试卷的题型及分值：名词解释题 40分（8小题）、单选题 20分（20小题）、多选题

20 分（10 小题）、判断题 10 分（10 小题）、简答题 50 分（7 小题）、业务题 60 分（6

小题），各种题型的具体样式可参见题型示例。根据考核的要求，适当安排各种题型数

量的比例，达到考核考生对知识点的识记、领会和应用的水平和能力。 

四、试题难度比例 

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

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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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考核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审计与鉴证概论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注册会计师审计产生与发展、审计概念与种类、鉴证业务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产生 

（2）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发展 

（3）审计概念 

（4）审计种类 

（5）审计人员的种类 

（6）鉴证业务的定义 

（7）鉴证对象与鉴证对象信息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产生   

（2）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发展 

（3）审计的定义 

（4）审计的分类 

（5）审计人员的分类 

（6）鉴证业务的定义 

领会： 

（1）鉴证对象与鉴证对象信息 

 

第二章注册会计师管理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注册会计师考试与注册制度 

（2）注册会计师业务范围 

（3）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与审批 

（4）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承接 

（5）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6）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体制概述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报考条件 

（2）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考试范围 

（3）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注册登记 

（4）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与审批 

（5）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6）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管理体制的种类 

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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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会计师业务范围 

（2）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承接 

第三章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不考） 

第四章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不考） 

第五章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不考） 

第六章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审计目标、审计过程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现阶段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 

（2）管理层认定 

（3）接受业务委托 

（4）计划审计工作 

（5）实施风险评估程序 

（6）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7）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现阶段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 

（2）管理层认定的含义 

（3）审计目标实现的五个阶段 

领会： 

（1）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认定 

（2）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 

 

第七章审计证据与审计工作底稿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审计证据的含义与种类 

（2）审计证据的特性 

（3）检查记录或文件 

（4）检查有形资产 

（5）观察 

（6）询问 

（7）函证 

（8）重新计算 

（9）重新执行 

（10）分析程序 

（11）审计工作底稿的定义和编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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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审计证据的定义 

（2）审计证据的种类 

（3）审计证据的特性 

（4）获取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5）审计工作底稿的定义 

（6）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 

领会： 

（1）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2）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3）检查记录或文件 

（4）检查有形资产 

（5）观察 

（6）询问 

（7）函证 

（8）重新计算 

（9）重新执行 

（10）分析程序 

应用： 

（1）具体审计程序的应用 

 

第八章计划审计工作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审计业务约定书、审计计划层次、重要性及审计风险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审计业务约定书 

（2）审计业务约定条款的变更 

（3）总体审计策略 

（4）具体审计计划 

（5）重要性的含义 

（6）重要性的确定和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7）审计风险的含义 

（8）审计风险模型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定义 

（2）审计风险的定义 

（3）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义 

（4）检查风险的定义 

（5）审计计划层次 

领会： 

（1）审计业务约定条款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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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性的含义 

（3）重要性的定量考虑 

（4）重要性的定性考虑 

（5）审计风险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应用： 

（1）审计风险模型的应用 

 

第九章风险评估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内部控制的内涵、内部控制的要素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内部控制的内涵及要素 

（2）内部控制的局限性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内部控制的定义 

（2）内部控制的五要素 

领会： 

（1）内部控制的局限性 

 

第十章风险应对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针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拟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内涵和要求 

（2）控制测试的内涵和要求 

（3）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定义 

（2）控制测试的定义 

（3）实质性程序的性质的定义 

领会： 

（1）控制测试与实质性程序的区别 

（2）细节测试与实质性分析程序的区别 

 

第十一章审计抽样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审计抽样概述、审计抽样方法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审计抽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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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审计证据时对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方法的考虑 

（3）对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的考虑 

（4）样本选取 

（5）属性抽样的基本概念 

（6）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审计抽样的定义 

（2）审计抽样的种类 

（3）抽样风险的类型 

领会： 

（1）获取审计证据时对审计抽样和其他选取测试项目方法的考虑 

（2）抽样风险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3）非抽样风险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4）抽样风险与非抽样风险的控制 

（5）风险与可信赖程度的关系 

应用： 

（1）系统选样法的应用 

（2）比率抽样法的应用 

（3）差额估计法的应用 

第十二章终结审计与审计报告 

一、考核目的 

    本章考核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确定的条件、审计报告撰写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1）审计报告种类 

（2）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3）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签发条件 

（4）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5）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6）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7）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三、考核要求 

识记： 

（1）审计报告的定义 

（2）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3）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签发条件 

（4）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签发条件 

（5）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签发条件 

（6）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签发条件 

领会： 

（1）标准审计报告与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区别 

应用： 

（1）确定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2）撰写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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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参考书目 

《审计》（精编版）（第 3版），刘明辉、史德刚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07 

《审计习题与案例》（精编版）（第 2版），傅胜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Ⅴ.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题 （要求写出关键知识点） 

1.审计 

            …… 

二、单选题(每小题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并请将选定的答案填入下

表答题框中，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1.注册会计师审计是随着企业财产所有权与（  ）分离而产生的。 

A. 经营权      B.债权     C.表决权     D. 收益权 

            …… 

三、多选题(每小题备选答案中，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并请将选定的答

案填入下表答题框中，多选、少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1.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有（  ） 

A．无保留意见       B．否定意见     C．保留意见      D．无法表示意见 

            …… 

四、判断题(判断正确划“0”、判断错误划“×”。并请将答案填入下表答题框中) 

1.注册会计师审计属于内部审计。 

…… 

五、简答题（简要答出关键知识点） 

1.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 

六、业务题（根据题目要求解答） 

1. 某 CPA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其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为 5.6% ，其评估认定的被审

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水平为 70%，请问该 CPA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是多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