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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2946.htm 48、审计报告与验资报

告的要素有何不同？ [本题涉及第15,16章] 题目解析： 要素 

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 标题 审计报告 验资报告 收件人 ××公司

董事会或全体股东 ××公司（××公司[筹]全体股东） 引言

段 1、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名称、日期或涵盖的期间； 2、会计

报表的编制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

任是在实施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对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无（教

材暂时未改） 范围段 1、按照独立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

工作，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2、审计

工作包括在测试的基础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证

据，评价管理当局在编制会计报表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和做出

的重大会计估计，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整体反映； 3、审计

工作为注册会计师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审验范围（

投入资本和时间）三方责任（详述）审验依据（验资实务公

告）审验程序（必要） 说明段 发现的问题或受到的限制 说明

验资报告用途、使用责任和其他重要事项，如：在验资结果

方面存在异议； 尚未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尚未对投入资本作

会计处理； 实际投资情况与规定不符； 出资者分期缴纳注册

资本； 意见段 是否按照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

制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说明验资结果（确认的实收资本数额，

包括出资者应该出资金额、实际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

日期、出资币种、出资比例等） 强调事项段 1.存在可能导致



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2.存在可能对

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持续经营问题除外）

。 3.必要时，注册会计师可以在无保留意见或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对其他重大事项予以说

明。 4.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强调事项段中指明，该段内容仅用

于提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并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专门有验资事项说明：1.变更前后基本情况；（详细说明变

更前后有关被审验单位的基本情况、变更原因及变更审批情

况）。 2.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的变更情况（详细说

明变更前后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股本）、出资者、出资

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情况）。 3.债务清偿或债务担

保情况（详细说明被审验单位在变更前业已存在的债务的清

偿或担保情况）。 4.其他事项 签章 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

师双签章 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日期 完成审计工作的日

期 外勤工作结束日（教材暂时未改） 附送或附件 附送：资产

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无附件] 附件：注册资本实收或变

更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可附送有关资料] 49、资料：被审验

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验资 被审验单位名称：XX有限公

司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中港合资〕 出资者：外方－香港天

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中方－上海翔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出资期限：由全体股东

分2期缴足，其中第1 期出资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

足；第2期出资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足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甲方应出资3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的60％，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乙方应出资200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40％，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和建筑物 第1期出资为各方



应出资额的50％，第2期出资为各方应出资额的50％ 第1期出

资的实际情况： 甲方出资1150万港币，乙方出资828万人民币

当日美元∶人民币＝1∶8.28，港币∶人民币＝1∶1.08 甲方出

资的1150万港币折合150万美元（1150*1.08/8.28=150） 乙方出

资的828万人民币折合100万美元 本期验证的第2期出资的实际

情况： 甲方出资1243.5万人民币 当日美元∶人民币＝1∶8.29 

甲方出资的1243.5万人民币折合150万美元 乙方投入建筑物835

万人民币中，829万人民币折合100万美元，其余6万人民币作

为合营公司的负债处理。 要求：1、CPA验证第2期出资的主

要程序有哪些？ 2、出具验资报告。 [本题涉及第16章] 题目

解析： 1、CPA验证第2期出资的主要程序有： 审阅前期验资

报告； 检查XX有限公司与其关联方往来款项；（香港天合有

限公司和上海翔华有限公司） 检查香港天合有限公司在中国

境内投资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的已审计会计报表和审计

报告、董事会有关的决议、先行收回投资获取地外汇管理部

门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向XX有限

公司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函证外方出资情况，见表1 检查厂

房的平面图、位置图，验证其名称、坐落地点、建筑结果、

竣工时间、已使用年限及资产评估报告及其股东确定价值的

协议；检查厂房产权转移证明以及房地产证等。 表1 外方出

资情况询证函 编号003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 本公司聘

请的江苏兴光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本公司注册资本的（第2期

）实收情况进行审验。按照国家有关外汇管理法规的规定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外方

股东的出资情况。请贵局对附送文件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

审核。如果以下填列项目确认无误，请在“是”栏标注“√



”符号，当全部项目确认无误时在本函下端注明外资外汇登

记编号；如果发现有不符情况，请在“否”栏标注“√”符

号，并在本函下端予以说明。回函请直接寄至江苏兴光会计

师事务所。 通信地址： 南京市山西路120号12-14F 联系人：

王新元 邮编： ** 电话：** 传真：** 附送文件名称 编号 审核

内容 是 否 备注 一、银行询证函回函  资本金账户开立是否合

规   二、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X X X X X 1.境内原币划转  

是否真实   2. 再投资 X X X X X ①来源于其他企业的净利润再

投资  是否真实   ②因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回投资、减资

等所得的货币资金再投资 （2001）汇资核字第23号 是否真实

3.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已登记外债、应付股

利转增资本  是否真实   4.减资  是否真实   5.其他  是否真实   四

、实物进口报关单  是否真实   价值鉴定书编号：  是否真实   

价值鉴定书编号：  是否真实   价值鉴定书编号： 说明：按规

定须进行商品价值鉴定的实物出资，其价值鉴定书编号在相

关备注栏中填写。 第二项“4.减资”系指除减资再投资以外

的减资行为。 结论： 1.附送文件真实、合规。 外汇局盖章： 

外资外汇登记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 年 月 日

2.上述附送文件存在如下不符情况： 外汇局盖章：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 年 月 日 附：外

方（第2期）出资情况明细表 单位：美元 出资方式 出 资 金 

额 备注 货币 境外汇入的外汇资本金  利润再投资  因境内企业

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回投资、减资等所得的货币资金再

投资 1500000 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先行收回

投资所得货币资金的再投资 实物  无形资产  已登记外债、应



付股利转增资本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 

其他  出资额合计 1500000 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1500000 说明

： 1.非美元计价的投资按投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汇

率折算为美元。 2.利润再投资和因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

回投资、减资等所得的人民币资金在境内再投资及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应付股利转增资本的，按实际出

资日汇率折算。 3.外汇资本金仅指从境外汇入和投资性外商

投资企业从境内汇入的外汇资本金。 4.利润再投资为外方出

资者以其从境内举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货币资金形

式的净利润再投资。 5.已登记外债为在外汇局已经办理登记

的中国境内的借款单位对中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

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

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 6.应付股利为外商投资企业根据

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给外方出资者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7.按规

定须进行商品价值鉴定的实物出资，金额以商品价值鉴定机

构鉴定的价值填列。 8.减资在相应栏目中以负数表示。 XX公

司盖章： 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