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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的各方主体
All parties to the audit report



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相信大家都看过公司年报吧? 

•公司年报是由多个单元所组成的，其中一个就是审计报告。

•翻开公司的审计报告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报告的致送人
——公司全体股东。

•那么，为什么审计师要向股东而不是公司管理层 [如：首席财
务官、总经理、董事长等）提交审计报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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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Asia 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
致送人——公司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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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股东、治理层（董事会和监事会）、管理层以及外部审计师
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先介绍一下各方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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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Shareholders

• 公司股东通常并不会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 为了对公司的业绩有所了解，股东一般可以通过季报、中报 [上
市公司] 和年报 [一般非上市公司]来获取相关财务和业务信息。

• Company shareholders usually do not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company
management.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pany's performance, shareholders can
generally obtain relevant financial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quarterly report, interim report [listed company] and annual report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unlisted company].



上市公司治理层
Corporate Governance

• 董事会作为股东会的直属权利机构，通过其下设的一些执行委员
会，如：

• 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薪酬委员会 [Remuneration
Committee] 等

• 来实施相关的监督与治理活动，确保上市公司管理层以股东利益
最大化为目标，开展必要和合理的经济业务活动，并定期按照相
关法规及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供股东使用。

• 因此，这一层级的机构也被称作“治理层”。



上市公司管理层
Management Team

• 上市公司管理层作为
执行机构，需要开展
、监督并定期汇报上
市公司的经营表现，
而季报、中报和年报
无疑是其向股东及董
事会所递交的“答题
纸”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外部审计机构
External Auditor

• 外部审计机构一般具备专
业知识，作为独立的外部
机构受聘于上市公司，对
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告进
行审计，并将结果呈现于
审计报告中，供股东会及
治理层决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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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治理层和审计师对审计报告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of Manag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uditors for audit reports



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根据审计准则要求，审计报告需要用独立的段落分别界定管
理层、治理层及审计师各自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对公司经营活动的执行负有管理责任，并最终通过财
务报表的形式提交年度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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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Asia 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
管理层 [董事局] 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AirAsia 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
管理层 [董事局] 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治理层负责对管理层执行
的财务报告过程进行监督
，确保公司遵守与财务报
告有关的法律要求，并为
股东和财务报表的其他使
用者提供有用且有意义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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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Asia 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
治理层概述声明



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为了帮助治理层更好地监督财务报告过程，上市公司董事会
一般常设审计委员会，协助承担与财务报告有关的更具体的
责任，例如，监督公司会计政策、财务状况和财务报告程序
，选聘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协调审计师与管理
层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保证审计师的独立性与审计质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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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Asia 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
审计委员会



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审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就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
执行相关的审计工作，并对
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最终在审计报告中
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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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一般来说，一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从编制到最终的呈现，一
般将经历这几个阶段：

1) 管理层根据本期的经营状况，编制财务报表及其附注；

2) 股东或治理层聘请审计师对其进行独立审计；

3) 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由治理层审批后最终汇报给全体股
东。这些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职能，并实
现制约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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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审计意见读懂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就像是上市公司年报的
“结语”，当投资者翻开一家上
市公司的年报时，不妨先查阅一
下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站在
审计师的“肩膀”上，带着问题
去阅读，从而更好地解读上市公
司的财务数据和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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