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各位考生根据试卷的科目构成自行查阅各科目大纲 
 

专业 复试专业课笔试（满分 100 分） 

081103 系统工程 

一套卷①管理学+②技术经济学 
085236 工业工程 

085239 项目管理 

085240 物流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套卷①运筹学+②技术经济学 

120202 企业管理 
一套卷①管理学+②技术经济学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5600 工程管理 思想政治理论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120201 会计学 财务管理 

125300 会计        两套卷：思想政治理论；财务会计（30%）+财务管理（30%）+成本与管理会计（20%）+审计（20%） 

 
 
 
 
 
 
 
 
 
 
 
 
 
 
 
 
 
 
 



《管理学》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通过管理学科目的考试，考察考生是否了解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是否理解管理环境研究的意义、内容与方法；

是否掌握决策理论的发展、决策的程序和方法；是否掌握计划的制定与组织实施的技术与方法；是否理解组织设计和人员配备工

作的任务、原则与组织的层级化、部门化设计的原理和方法，是否理解领导与激励的实质与原理，掌握激励和有效沟通的方法；

是否了解控制工作的意义和过程、有效控制的标准。 

二、 试卷结构（满分 60分） 

     题型比例： 

     1．简  答  题   约30分  

     2．案  例  题   约20分 

     3．计  算  题   约10分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这部分的结构可根据学科特点自行决定，能反映出需要一般了解和理解、主要掌握的内容和知识点即可） 

 考试内容：  

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管理环境研究；决策与计划；组织设计与人员配备；领导方式、激励和沟通；控制与控制工作。 

 

考试要求： 

1 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   了解管理的定义、属性和职能，掌握管理者的角色和技能，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 管理环境研究  了解管理环境研究的意义，掌握管理环境研究的内容和基本方法。 

3 决策   了解决策的原则、依据和类型，掌握决策理论的发展、决策的过程和基本方法。 

4 计划  了解计划工作的性质和类型，掌握计划的组织实施中常涉及的基本方法——目标管理、滚动计划法、网络计划技术。 

5 组织设计与人员配备  了解组织设计的任务、原则和影响因素，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容, 掌握组织部门化和层级化的相

关理论。 

6 组织变革和组织文化  了解组织变革的动因，组织文化的特征和内容，掌握组织变革的过程，组织文化的功能及塑造途径。 

7 领导方式   理解领导的本质与作用，掌握领导者权力的来源，人性假设与领导方式理论。 

8 激励和沟通  了解激励的原理和一般形式，掌握激励的各种理论，了解沟通的类型和渠道，掌握有效沟通的方法。 

9 控制  了解控制的作用和方法，掌握控制的类型、过程及有效控制的特征。 

 

 

 

 

 

 

 

 

 

 

 

 

 

 

 

 

 

 

 

 

 

 

参考书目：《管理学》周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三版 

《管理学教程》戴淑芬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管理学原理与实践》斯蒂芬·罗宾斯等著    机械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第七版 



《技术经济学》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经济效果评价的能力。考生应掌握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性和定量

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建立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思维方式。 

三、 试卷结构（满分 50分） 

内容比例：   

现金流量构成与资金等值计算 约 10 分 

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方法  约 10 分 

多方案间的关系类型  约 10 分 

不确定分析    约 10 分 

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价值工程 约 10 分 

题型比例： 

     1．概念、单项选择题   约 10 分 

     2．简答题             约 20 分 

     3．综合计算分析题     约 20 分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发展史，学习该学科的基本概念 

 考试内容   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发展史、基本概念。 

考试要求 

1.掌握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2.掌握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了解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史 

4.掌握该学科的基本概念 

 

   （二）现金流量构成和资金等值计算 

考试内容  现金流量构成和资金等值计算。 

考试要求 

1. 掌握经济效果的概念、表达形式和提高其的途径 

2. 掌握现金流量及其构成，会用图和表描述项目系统 

3. 掌握资金的时间价值 

4. 掌握资金等值计算公式 

 

（三）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方法 

考试内容  经济效果评价指标计算与使用 

考试要求 

1. 掌握时间型经济评价指标 

2. 掌握价值型经济评价指标 

3. 掌握效率型经济评价指标 

 

   （四）备选项目多方案间的关系类型 

考试内容  计算各种方案，如互斥方案的选择、独立方案的选择、混合方案的选择 

考试要求 

1. 掌握互斥方案的选择 

2. 掌握独立方案的选择 

3. 掌握混合方案的选择 

 

 

参考书目：《工业技术经济学》付家骥    清华大学出版社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中国计划出版社 



   （五）不确定分析 

考试内容  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 

考试要求 

1. 掌握盈亏平衡分析的计算和使用 

2. 掌握敏感性分析的计算和使用 

3. 掌握概率分析的计算和使用 

 

（六）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考试内容  可行性研究的涵义及主要内容、投资项目的财务分析（财务评价）项目财务评价的概念、目的、内容、程序以及财务评价

的内容、基本财务报表与评价指标的对应关系 

考试要求  掌握可行性研究主要内容 

 

（七）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 

考试内容  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 

考试要求 

1. 掌握设备的磨损类型及其补偿形式 

2. 掌握设备大修理及其技术经济分析 

3. 设备更新及其技术经济分析 

 

（八）价值工程 

考试内容 价值工程、功能定义和功能整理的概念、价值工程分析对象选择的方法、功能定义的方法和功能整理的方法 

考试要求 掌握功能定义、功能整理和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运筹学》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小五号宋体加粗） 

测试考生掌握运筹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逻辑推理与建模计算能力。考生应掌握管理决策中定量分析的基本技巧和

步骤，初步具备整体优化的思维方式。 

二、 试卷结构（小五号宋体加粗）（满分 50分） 

内容比例：   

线性规划和对偶问题    约 25 分（也可用%的形式） 

运输和整数规划问题    约 25 分 

     题型比例： 

     1．简单计算题   约20分（也可用%的形式） 

     2．综合计算题   约30分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小五号宋体加粗）（这部分的结构可根据学科特点自行决定，能反映出需要一般了解和理解、主要掌握的内容

和知识点即可） 

   （一）运筹学的发展历程及相关基本概念（小五号宋体加粗） 

 考试内容     线性规划问题的基本概念、模型与图解法；单纯形法。 

考试要求 

 1. 了解基本概念：标准型、各种解、凸集等。 

2. 掌握单纯形算法计算步骤及原理。 

3. 了解线性规划的具体应用。 

 

   （二）对偶线性规划（小五号宋体加粗） 

考试内容    对偶理论、线性规划的灵敏度分析和参数规划。 

考试要求 

1. 掌握一对对偶问题的相关关系。 

 2. 掌握对偶理论的有关证明。 

 3. 掌握灵敏度分析，影子价格的概念及意义。 

 4. 熟练应用参数规划。 

 

   （三）运输和整数规划问题 （小五号宋体加粗） 

考试内容   运输问题建模；表上作业法；整数规划模型；分配问题模型与匈牙利法；隐枚举法。 

考试要求 

1. 掌握产销平衡及不平衡运输问题的建模及求解。 

2. 掌握表上作业法与单纯形表的关系。 

3. 能熟练运用匈牙利法计算分配问题 

4. 掌握 0-1 规划问题的建模及求解。 

 

 

 

 

 

 

 

 

 

 

 

 

参考书目：《管理运筹学》  田世海  张玉斌  兰小春  科学出版社 2013

《运筹学》运筹学教材编写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第三版 

《运筹学基础及应用》胡运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第五版 



《应用经济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与要求 

主要考察考生对应用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掌握情况，应用经济理论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

具备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计算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试卷结构（满分 100 分） 

内容比例：  

应用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  约 40 分 

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    约 60 分 

题型比例： 

1．选择题或判断题（约 30 分）； 

2．问答题与分析论述题（约 60 分）； 

3．计算分析题（约 10 分）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应用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 

 考试内容 

应用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应用经济学的主体构成、价格理论、弹性理论、效用论、生产理论、成本

理论、产品市场的最优产量决策、要素市场定价、、、产权的形式（划分的标准及特点）、市场有效性的条件、政府的作用、国民

收入的核算与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 

考试要求 

以上内容熟练掌握 

（二）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 

考试内容 

金融欺诈、、公开市场业务、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形成的标志、投机与投资的区别、投机与赌博的区别、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

度、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目的、金融监管的方式、金融监管的对象与内容、黑钱、黑钱的需求与来源、洗钱、金融生态环境、边际

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金融的脆弱性、由 50 人成立的美国调查委员会形成的美国金融危机调查报

告的结论。 

 

 

 

 

 

 

 

 

 

 

 

 

 

 

 

 

 

 

 

 

 

 

参考书目：《应用经济学》苏东水  东方出版中心 2005 

《经济学原理》曼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范里安  格致出版社  2015 

《宏观经济学》多恩布什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运筹学基础及应用》胡运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第五版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复试专业课大纲 

 

二、试卷结构（满分 100分） 

内容比例： 

财务会计        约30% 

财务管理        约30% 

成本与管理会计  约20% 

审计            约20% 

题型比例： 

    1.单项选择题   约20分 

    2.多项选择题    约20分 

    3.账务处理题    约20分 

    4．计算分析题   约40分 

 

     第一部分   财务会计  

（一）总论     

考试内容： 

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基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财务报告的组成。 

考试要求： 

1.了解财务报告的目标； 

2.了解财务报告的组成； 

3.掌握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基础； 

4.掌握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和会计要素。 

（二）金融资产     

考试内容： 

金融资产的含义与内容；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会计处理；金融资产减值及其处置的会计处理。 

考试要求： 

1.了解金融资产的含义与内容； 

2.了解金融资产的分类； 

3.了解金融资产减值及其处置的会计处理； 

4.掌握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会计处理。 

（三）存货     

考试内容： 

存货的概念及其特征；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存货按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计价的会计处理；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及存货减

值的会计处理。 

考试要求： 

1.了解存货的概念及其特征； 

2.了解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及存货减值的会计处理； 

3.掌握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4.掌握存货按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计价的会计处理。 

（四）固定资产     

考试内容： 

固定资产的概念与分类；不同方式下取得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折旧方法及会计处理；固定资产处置及固

定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考试要求： 

1.了解固定资产的概念与分类； 

2.掌握不同方式下取得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3.掌握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折旧方法及会计处理； 

4.掌握固定资产处置及固定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五）无形资产     

考试内容： 

一、 考试目的与要求 

测试考生掌握企业财务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基本方法；掌握成本计算程序、方法和账务处理以及成本分析与管

理的基本方法；掌握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财务分析、投融资、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和营运资金管理的方法以及股利

分配的理论与政策；掌握本量利分析和企业预算编制的基本方法，企业责任会计的基本概念和责任考核的基本方法；掌握审计的基本

概念、审计原理、程序和方法。 

参考书目： 
1.《中级财务会计》 刘永泽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2.《成本会计》 丁元霖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2 

3.《管理会计》 陈昌龙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 

4.《财务管理学》 荆新 王化成  刘俊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第六版；《财务管理学学习指导书》荆新 王化成 刘俊彦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  第六版。 

5.《审计》  刘明辉  史德刚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  第六版；《审

计习题与案例》  傅胜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  第六版。 



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自行研究开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处置和报废。 

考试要求： 

1.了解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2.掌握自行研究开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 

3.掌握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4.掌握无形资产的处置和报废。 

（六）负债    

考试内容： 

负债的含义、特征和分类；流动负债的帐务处理；长期负债的内容。 

考试要求： 

1.了解负债的含义、特征和分类； 

2.掌握流动负债的帐务处理； 

3.了解长期负债的内容。 

（七）所有者权益     

考试内容： 

所有者权益的含义及构成；投入资本的主要法律规定；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的构成内容及会计处理。 

考试要求： 

1.了解所有者权益的含义及构成； 

2.了解投入资本的主要法律规定； 

3.掌握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的构成内容及会计处理。 

（八）收入、费用和利润     

考试内容： 

收入的概念和分类；各种特定销售方式下收入的确认与计量；销售商品收入的销售折扣、折让及退回的会计处理；费用的概念和

分类；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的计算；利润分配的会计处理。 

考试要求： 

1.了解收入的概念和分类； 

2.掌握各种特定销售方式下收入的确认与计量；掌握销售商品收入的销售折扣、折让及退回的会计处理； 

3.了解费用的概念和分类； 

4.掌握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的计算； 

5.掌握利润分配的会计处理。 

（九）财务报告  

考试内容： 

财务报表的种类、编制的基本要求、各种财务报表的作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含义、列报及其编制。 

考试要求： 

1.了解财务报表的种类、编制的基本要求，各种财务报表的作用； 

2.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含义、列报及其编制。 

 

第二部分  财务管理  

（一）总论     

考试内容： 

    财务管理、企业财务活动、企业财务关系的概念；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环境。 

考试要求： 

    1.理解财务管理的概念； 

2.掌握财务管理目标的主要观点； 

3.了解财务管理的环境。 

（二）财务管理的价值观念    

考试内容： 

    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复利终值与现值、年金终值与现值的计算；风险与报酬的计算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考试要求： 

1.掌握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复利终值与现值、年金终值与现值的计算方法； 

2.掌握风险与报酬的概念、计算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三）财务分析     

考试内容： 

    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财务比率的计算；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考试要求： 

1.理解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财务分析的不同目的； 

2.掌握财务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3.掌握各种财务比率的计算方法； 

4.了解财务分析的比较分析法； 

5.了解杜邦分析法。 

（四）长期筹资管理    

考试内容： 

        长期筹资的概念、动机、原则、渠道和类型；普通股的概念、特点、普通股发行的条件、股票上市的条件；长期借款的种类、银

行借款的信用条件，长期借款筹资的优缺点；债券发行价格的决定因素、债券发行价格的计算、债券筹资的优缺点；融资租赁的概念、

种类，融资租赁租金的决定因素、融资租赁租金的测算，融资租赁筹资的优缺点。 



考试要求： 

 1.理解长期筹资的概念、动机、原则、渠道和类型； 

2.掌握普通股的特点、普通股发行的条件、股票上市的条件、股票上市的决策，理解普通股筹资的优缺点； 

3.掌握长期借款的种类、银行借款的信用条件，理解长期借款筹资的优缺点； 

4.掌握债券的种类、债券发行价格、债券的信用等级，理解债券筹资的优缺点； 

5.掌握融资租赁的种类、融资租赁租金的测算方法，理解融资租赁筹资的优缺点。 

（五）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 

考试内容： 

    资本结构的概念；资本成本的计算；财务杠杆、经营杠杆和总杠杆系数的计算。 

考试要求： 

1.理解资本结构的概念、资本结构的意义； 

2.了解资本结构的主要理论观点； 

3.掌握个别资本成本率和综合资本成本率的测算方法； 

4.掌握财务杠杆、经营杠杆和总杠杆系数的测算方法。 

（六）投资管理     

考试内容： 

    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构成与计算；各种投资决策指标的计算；项目投资决策方法。 

考试要求： 

 1.了解投资活动对于企业的意义； 

2.了解企业投资的分类、投资管理的原则； 

3.掌握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构成与计算方法； 

4.掌握各种投资决策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决策规则； 

5.掌握项目投资决策方法。 

（七）营运资金管理     

考试内容： 

    营运资金的概念；应收账款管理目标、信用政策；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计算；存货经济订货量计算；短期借款的种类，短期借款资

本成本计算；商业信用资本成本计算。 

考试要求： 

 1.熟悉营运资金的概念，现金持有的动机，掌握现金预算和最佳现金持有量的基本决策方法； 

2.了解应收账款的功能，掌握应收账款成本及管理目标，掌握信用政策和管理方法； 

3.了解存货的成本，掌握经济订货量的确定方法； 

4.熟悉商业信用的概念、资本成本的计算；了解商业信用的控制方法； 

5.熟悉应付费用的概念与筹资额的计算； 

6.掌握短期借款资本成本计算。 

（八）股利分配     

考试内容： 

      股利种类及股利的发放程序；股利政策的内容、股利政策的评价指标；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股利政策的类型。 

考试要求： 

    1.掌握股利种类及股利的发放程序； 

2.理解股利政策的内容、股利政策的评价指标； 

3.掌握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以及股利政策的类型。 

 

第三部分  成本与管理会计  

(一）总论  

考试内容：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成本的概念；费用的分类。 

考试要求： 

1.了解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 

2.了解成本的概念； 

3.掌握费用的分类。 

（二）产品成本核算方法  

考试内容： 

材料费用、动力费用、工资费用的分配和账务处理；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生产损失的核算；产

品成本计算的品种法；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批法；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步法。 

考试要求： 

1.掌握材料费用、动力费用、工资费用的分配和账务处理； 

2.掌握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3.掌握制造费用的归集与分配； 

4.掌握生产损失的核算； 

5.了解产品成本计算的品种法； 

6.掌握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批法； 

7.掌握产品成本计算的分步法。 

（三）成本分析与成本管理  

考试内容： 

成本分类；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的利润编制。 



考试要求： 

1.掌握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的特点； 

2.理解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下利润编制的区别。 

（四）经营决策分析  

考试内容： 

本量利关系式；经营决策中的成本概念；生产决策案列分析。 

考试要求： 

1.掌握本量利分析的计算； 

2.理解机会成本、重置成本的有关概念； 

3.运用是否深加工决策、零件自制与外购决策、产品品种决策、特殊价格订货决策。 

（五）全面预算管理  

考试内容： 

全面预算的分类；预算的编制方法；营业预算的编制。 

考试要求： 

1.掌握全面预算的类型和内容； 

2.理解预算的编制方法； 

 3.掌握营业预算的编制。 

（六）责任会计  

考试内容： 

责任中心的类型与责任会计的职能。 

考试要求： 

1.掌握责任中心的类型与考核指标； 

2.理解责任会计的概念与职能。 

 

   第四部分  审  计  

（一）审计与鉴证概论     

考试内容： 

审计的定义和分类；鉴证业务、鉴证对象与鉴证对象信息的含义；审计产生和存在的动因；鉴证业务的分类，鉴证业务与相关服

务的区别；注册会计师审计与鉴证业务产生和发展的阶段；审计假设的各种理论及其不足，我国审计假设体系。 

考试要求： 

1.理解审计的含义，掌握审计分类； 

    2.理解鉴证业务、鉴证对象与鉴证对象信息的含义； 

    3.理解审计产生和存在的动因； 

    4.掌握鉴证业务的分类，掌握鉴证业务与相关服务的区别； 

    5.掌握注册会计师审计与鉴证业务产生和发展的阶段； 

    6.了解审计假设的各种理论及其不足，了解我国的审计假设体系。 

（二）审计目标与审计过程       

考试内容： 

审计目标的含义与影响因素；现阶段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注册会计师目标的逻辑过程；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

的责任及二者关系；注册会计师总体目标、具体审计目标与管理层认定的关系；被审单位管理层认定的相关内容；审计师根据管理层

认定推论得出的一般审计目标；项目审计目标；审计目标的实现过程。 

考试要求： 

1.了解审计目标的含义和影响因素； 

2.掌握现阶段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 

3.理解注册会计师目标的逻辑过程； 

4.掌握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责任及二者关系； 

5.掌握注册会计师总体目标、具体审计目标与管理层认定的关系； 

6.掌握被审单位管理层认定的相关内容； 

7.掌握审计师根据管理层认定推论得出的一般审计目标； 

8.掌握项目审计目标； 

9.掌握审计目标的实现过程。 

（三）计划审计工作       

考试内容： 

客户关系与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况；审计业务约定书的作用、格式和内容；审计业务的变更；总

体审计策略的制定与内容；具体审计计划的制定与更改；重要性的含义，确定计划的重要性水平应考虑的因素及重要性的定量考虑与

定性考虑；财务报表层次和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认定层次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方法；审计风险、重要性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审计风险的含义和审计风险模型。 

考试要求： 

1.了解客户关系与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况； 

 2.掌握审计业务约定书的作用、格式和内容；了解审计业务的变更； 

 3.掌握总体审计策略的制定与内容，掌握具体审计计划的制定与更改； 

 4.理解重要性的含义； 

 5.掌握确定计划的重要性水平应考虑的因素及重要性的定量考虑与定性考虑； 

 6.掌握财务报表层次和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认定层次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方法； 

 7.理解审计风险、重要性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8.掌握审计风险的含义和审计风险模型。  

（四）审计抽样       

考试内容： 

审计抽样的概念和特征；审计抽样的种类及各种审计抽样的特征及应用；选择测试项目的方法及对其他选取测试项目方法的考虑；

抽样风险与非抽样风险的概念和种类；注册会计师自设计样本时应考虑的因素，变量抽样的概念；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和实

质性程序时对审计抽样的考虑；选取样本的方法；样本结果评价的程序和内容；属性抽样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固定样本规模抽样、停

—走抽样和发现抽样方法，变量抽样的方法。 

考试要求： 

1.了解审计抽样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审计抽样的种类及各种审计抽样的特征及应用； 

 3.掌握选择测试项目的方法，了解对其他选取测试项目方法的考虑； 

 4.了解抽样风险与非抽样风险的概念和种类； 

 5.了解注册会计师自设计样本时应考虑的因素，了解变量抽样的概念； 

6.掌握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时对审计抽样的考虑； 

7.掌握选取样本的方法，掌握样本结果评价的程序和内容； 

8.掌握属性抽样中使用的基本概念，掌握固定样本规模抽样、停—走抽样和发现抽样方法、变量抽样的方法。 

（五）交易循环的审计      

考试内容：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审计；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审计；货币资金的审计 

考试要求： 

1.了解各业务循环的主要业务活动和各业务活动的相关内部控制； 

    2.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 

    3.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以风险为起点的控制测试； 

    4.掌握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的审计目标、及其可选择的实质性程序； 

    5.掌握应付账款的审计目标及其实质性程序的基本程序； 

    6.了解与货币资金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7.掌握货币资金的审计目标和实质性程序的基本程序。 

（六）审计报告  

         考试内容： 

审计报告的种类；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外的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或者已审计财务报表中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时的处理；审计报告

的基本内容；不同意见审计报告的编制；审计报告的基本类型；签发不同意见审计报告的条件要求。 

考试要求： 

1.了解审计报告的种类； 

2.了解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外的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或者已审计财务报表中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时的处理； 

3.掌握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4.掌握不同意见审计报告的编制； 

5.掌握审计报告的基本类型； 

6.掌握签发不同意见审计报告的条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