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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4 号 

——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 

（2010 年 11 月 1 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责任，

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简要财务报表来源于由同一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

的规定审计的财务报表。 

 

第二章  定  义 

 

第三条  简要财务报表，是指来源于财务报表但详细程度低于财

务报表的历史财务信息。简要财务报表对被审计单位某一特定日期的

经济资源或义务或某一会计期间的经济资源或义务变化情况提供了

与财务报表一致的结构性表述。 

第四条  已审计财务报表，是指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审计的财务报表，是简要财务报表的编制来源。 

第五条  采用的标准，是指管理层在编制简要财务报表时采用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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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目  标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 

（一）确定承接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是否适当； 

（二）如果承接该项业务，在评价根据审计证据得出的结论的基

础上对简要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并通过书面报告的形式清楚地表

达审计意见，说明其形成基础。 

 

第四章  要  求 

第一节  业务的承接 

 

第七条  只有当注册会计师已接受业务委托按照审计准则的规

定执行财务报表审计，并且财务报表构成简要财务报表的来源时，才

可以按照本准则的规定承接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 

第八条  在承接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之前，注册会计

师应当：  

（一）确定采用的标准是否可接受；  

（二）就管理层认可并理解其责任与管理层达成一致意见； 

（三）与管理层就拟对简要财务报表发表意见的形式达成一致意

见。 

本条前款第（二）项提及的管理层的责任是： 

（一）按照采用的标准编制简要财务报表； 

（二）使简要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取已审计

财务报表（如果法律法规规定，已审计财务报表无需提供给简要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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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的预期使用者，并且为编制简要财务报表制定了标准，在简要财

务报表中说明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在含有简要财务报表并指明注册会计师已对其出具报告的

所有文件中，包括注册会计师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第九条  如果认为管理层采用的标准不可接受或未能按照本准

则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就管理层认可并理解其责任与管理

层达成一致意见，注册会计师不应承接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

务，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如果法律法规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接该业

务，由于业务的执行不符合本准则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对简要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应指出已按照本准则的规定执行了该业务。注册

会计师应当在审计业务约定条款中适当提及这一情况。注册会计师还

应当确定这一情况对作为简要财务报表来源的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可

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节  程序的性质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列程序及其可能认为必要的其

他程序，作为对简要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一）评价简要财务报表是否充分披露其简化的性质，并指出作

为其来源的已审计财务报表； 

（二）当简要财务报表未与已审计财务报表附在一起时，评价简

要财务报表是否清楚地说明已审计财务报表的获取渠道；如果法律法

规规定已审计财务报表无需提供给简要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并且

为编制简要财务报表制定了标准，评价简要财务报表是否清楚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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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法律法规；  

（三）评价简要财务报表是否充分披露了采用的标准； 

（四）将简要财务报表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比

较，以确定两者是否一致，或能否依据已审计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信息

重新计算得出简要财务报表；  

（五）评价简要财务报表是否按照采用的标准编制； 

（六）根据简要财务报表的目的，评价简要财务报表是否包含必

要的信息，并在适当的层次进行了汇总，以使其在具体情况下不产生

误导； 

（七）评价简要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能否比较方便地获取已审

计财务报表，除非法律法规规定已审计财务报表无需提供给简要财务

报表的预期使用者，并且为编制简要财务报表制定了标准。  

 

第三节  意见的形式 

 

第十一条  如果认为对简要财务报表发表无保留意见是恰当的，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使用下列措辞之一： 

（一）按照[×标准]（具体指出采用的标准），简要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保持了一致； 

（二）按照[×标准]（具体指出采用的标准），简要财务报表公允

概括了已审计财务报表。 

第十二条  如果法律法规规定了对简要财务报表发表意见的措

辞，并且与本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措辞存在差异，注册会计师应当实

施下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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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本准则第十条规定实施程序及其他必要的进一步程

序，以使注册会计师能够发表符合规定的意见； 

（二）评价简要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是否可能误解注册会计师对简

要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如果可能出现误解，评价对简要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补充解释能否减轻可能出现的误解。 

第十三条  在本准则第十二条第（二）项所述的情况下，如果认

为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补充解释不能减轻可能出现

的误解，注册会计师不应承接该业务，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如果

法律法规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接该业务，由于业务的执行不符合本准则

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不应指出已

按照本准则的规定执行了该业务。 

 

第四节  工作的时间安排和期后事项 

 

 第十四条  简要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日可能迟于已审计财务报

表的审计报告日。在这种情况下，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应

当说明，简要财务报表和已审计财务报表均未反映在已审计财务报表

的审计报告日后发生的、可能需要在已审计财务报表中进行调整或披

露的事项的影响。 

第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可能知悉在已审计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日已经存在但以前并不知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期后事项》的规定，考虑了与

已审计财务报表相关的这些事实后，注册会计师才应当对简要财务报

表出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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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第十六条  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要

素 ：  

（一）标题； 

（二）收件人； 

（三）引言段； 

（四）管理层对简要财务报表的责任段； 

（五）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 

（六）审计意见段； 

（七）注册会计师的签名和盖章； 

（八）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地址和盖章； 

（九）报告日期。 

第十七条  审计报告的标题应当统一规范为“对简要财务报表出

具的审计报告”。 

第十八条  审计报告应当按照审计业务约定条款的要求载明收

件人。如果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收件人不同于对已审计

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收件人，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使用不同收

件人名称的适当性。 

第十九条  引言段应当包括下列方面： 

（一）指出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所针对的简要财务报表，包

括每张简要财务报表的名称； 

（二）指出已审计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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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及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和报告日期，除本

准则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发表

无保留意见这一事实；  

（四）如果简要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日迟于已审计财务报表的审

计报告日，说明简要财务报表和已审计财务报表均未反映在已审计财

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日后发生的事项的影响； 

（五）指出简要财务报表未包含编制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财务报

告编制基础要求披露的全部事项，因此，对简要财务报表的阅读不能

替代对已审计财务报表的阅读。 

第二十条  管理层对简要财务报表的责任段应当说明，按照采用

的标准编制简要财务报表是管理层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应当说明，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是在实施本准则规定的程序的基础上对简要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第二十二条  审计意见段应当清楚地表达对简要财务报表的意

见。 

第二十三条  简要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日不应早于下列日期：  

（一）注册会计师已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审

计意见的日期，这些证据包括简要财务报表已编制完成以及法律法规

规定的被审计单位董事会、管理层或类似机构已经认可其对简要财务

报表负责； 

（二）已审计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日。 

第二十四条  如果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包含保留

意见、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但注册会计师确信，简要财务报表

按照采用的标准在所有重大方面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保持一致或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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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了已审计财务报表，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除包括本准

则第十六条规定的要素外，还应当： 

（一）在引言段中说明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包含保

留意见、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 

（二）在审计意见段中描述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的依

据，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保留意见，或者强调事项

段或其他事项段，以及由此对简要财务报表的影响（如有）。 

第二十五条  如果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发表了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除包括本准则第十六条规定

的要素之外，还应当： 

（一）在引言段中说明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发表了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 

（二）在审计意见段中描述发表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依

据；  

（三）在审计意见段中说明由于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发表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因此，对简要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是不适当的。 

第二十六条  如果简要财务报表没有按照采用的标准在所有重

大方面与已审计财务报表保持一致或公允概括已审计财务报表，而管

理层又不同意作出必要的修改，注册会计师应当对简要财务报表发表

否定意见。 

 

第六节  对审计报告分发或使用的限制 

或提醒阅读者关注编制基础 

 



 9 

第二十七条  如果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分发

或使用的限制，或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提醒财务报表使

用者关注已审计财务报表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注册会计师应

当在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包含相同的限制或提醒说明。 

 

第七节  比较信息 

 

  第二十八条  如果已审计财务报表包含比较信息而简要财务报

表未包含，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业务的具体情况确定这种省略是否合

理。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不合理的省略对针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

计报告的影响。 

第二十九条  如果简要财务报表包含已由其他注册会计师出具

审计报告的比较信息，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还应当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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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

包含的事项。 

 

第八节  与简要财务报表一同列报的未审计的补充信息 

 

第三十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与简要财务报表一同列报的未

审计补充信息是否清楚地与简要财务报表予以区分。如果认为被审计

单位未清楚地将未审计的补充信息与简要财务报表予以区分，注册会

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改变对未审计的补充信息的列报方式。如果管理

层拒绝改变，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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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报告未涵盖该补充信息。 

 

第九节  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其他信息 

 

第三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阅读在含有简要财务报表及其审

计报告的文件中的其他信息，以识别其是否与简要财务报表存在重大

不一致。 

如果在阅读其他信息时识别出重大不一致，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

简要财务报表或其他信息是否需要作出修改。 

如果在阅读其他信息时注意到明显的对事实的重大错报，注册会

计师应当就此与管理层进行讨论。 

 

第十节  与注册会计师相关联 

 

第三十二条  如果注意到被审计单位计划在含有简要财务报表

的文件中说明注册会计师已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但被审计单位

并未计划在文件中包含该报告，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将该报告

包含在文件中。 

如果管理层拒绝，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并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

以防止管理层在文件中将注册会计师与简要财务报表不适当地相关

联。 

第三十三条  注册会计师可能接受委托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

表出具报告，但未接受委托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注意到被审计单位计划在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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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及注册会计师和简要财务报表来源于已审计财务报表，注册会

计师应当确信： 

（一）仅在提及对已审计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时，提及注册

会计师； 

（二）作出的说明不会导致简要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产生注册会计

师已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误解。 

如果注册会计师不能确信前款第（一）项或第（二）项所述事项，

可以选择的方法包括： 

（一）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修改作出的说明以符合前款的

规定，或在文件中不提及注册会计师； 

（二）被审计单位可以委托注册会计师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

告，并将相关报告包含在文件中。 

当采取前款第（一）项方法时，如果管理层不修改作出的说明，

拒绝删除提及注册会计师的表述，或者当采取前款第（二）项方法时，

管理层拒绝在含有简要财务报表的文件中包含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

的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应当告知管理层不同意提及注册会计师，并

确定和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以防止管理层不恰当地提及注册会计师。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准则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