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估计重要性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审计成本和审计收费袁因

而也会影响到审计服务的利润遥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以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袁 因此审计人员在确定估计重要性水平的高低

时袁必然要权衡其成本和收益问题遥

一、审计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的关系

审计成本是指审计人员和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

发生的与审计项目有关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支出或损失袁包

括审计实施成本和审计风险成本遥

（一）审计实施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的关系

审计实施成本是指在执行审计活动过程中的资源耗费遥

审计实施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的关系表现为院

员援审计实施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负相关遥估计重要性水

平越高袁审计人员确定的审计范围越小袁需要收集的审计证据越

少袁审计实施成本也越低遥

圆援审计实施成本随估计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而边际递减遥如

果估计重要性水平较高袁审计人员只需审查被审计单位主要

的大额经济业务袁如果估计重要性水平很低袁审计人员则必

须对被审计单位的零星经济业务也进行仔细审查遥随着估计

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袁 审计范围将会包括更少的小额交易袁使

得每单位审计实施成本越来越低袁即审计实施成本随估计重

要性水平的提高而边际递减遥

猿援估计重要性水平趋于 园时袁审计实施成本趋于无穷大曰

随着估计重要性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袁审计实施成本降低到

一个较小的值 悦园遥 从审计实践经验和审计重要性的定义可

知袁估计重要性水平是有取值范围的遥估计重要性水平必然

大于 园袁 但不可能超过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总额两者中较大

者 杂鄢遥估计重要性水平趋于 园时袁任何错误都是重要的袁审

计人员必须花费无限成本实施审计遥如果估计重要性水平提

高到 杂鄢袁审计人员则无需执行任何审计程序袁就可直接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袁这时审计实施成本很低袁仅为出

具审计意见的成本 悦园遥

综上所述袁 审计实施成本悦员与估计重要性水平 杂的关系如

图 员所示遥

（二）审计风险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的关系

审计风险成本是指注册会计师由于发表了错误的审计意

见而给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本人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支出或损

失遥审计风险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的关系表现为院

员援审计风险成本与估计重要性水平正相关遥估计重要性

水平越高袁审计风险越大曰估计重要性水平越低袁审计风险越小遥

圆援随着估计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袁审计风险成本先边际递

增地增加袁后边际递减地增加袁实际重要性水平 杂园为变化趋

势的分界点遥当估计重要性水平小于实际重要性水平时袁审计

风险成本随估计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而边际递增地增加曰 当估

计重要性水平大于实际重要性水平时袁审计风险成本随估计重

要性水平的提高而边际递减地增加曰当在实际重要性水平 杂园

处时袁估计重要性水平的细微变化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成本遥

因为估计重要性水平偏离实际重要性水平越大袁估计重要性水

平的细微变动改变审计人员意见的可能性越小遥

猿援估计审计重要性水平趋于 园时袁审计风险成本趋于 园曰

随着估计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袁审计风险成本最终将等于一个较

大的值 悦园遥估计重要性水平趋于 园时袁审计人员必须扩大审

计范围袁追加审计程序袁从而使审计风险成本趋于 园遥如果估

计重要性水平为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总额两者中较大者

杂鄢袁审计人员则不必执行任何审计程序袁就可直接出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袁这时审计风险为固定风险和控制风险

的乘积袁审计风险成本等于 悦园遥
综上所述袁审计风险成本 悦圆与估计重要性水平 杂的关系

如图 圆所示遥

二、两种收费形式下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的解及其图示

使审计利润最大的估计重要性水平为最优估计重要性水

平遥由审计经验可知袁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必然大于 园袁但不

可能超过和等于 杂鄢遥独立审计有两种基本收费形式袁即固定

论独立审计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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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和计时收费遥下面用公式和图形分别讨论两种收费形式

下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的选择遥

（一）固定收费时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的解及其图示

在固定收费的情况下袁不论审计项目的审计时间为多少袁会

计师事务所根据事先的合同向被审计单位收取固定的审计

费用袁审计收费与估计重要性水平无关遥因而使总成本最小

的估计重要性水平就是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遥

设院杂为估计重要性水平袁悦员为审计实施成本袁悦圆为审计

风险成本袁栽悦为审计总成本遥

那么院淤悦员越糟员渊杂冤且 糟员爷渊杂冤约园袁糟员冶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 演遥

于悦圆越糟圆渊杂冤且 糟圆爷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 演袁糟圆冶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园演曰糟圆冶

渊杂冤越园曰糟圆冶渊杂冤约园袁杂沂眼杂园袁杂 演遥则院栽悦越悦员垣悦圆越糟员渊杂冤垣糟圆渊杂冤遥

使总成本最小的估计重要性水平袁是使总成本函数的导数为

园的估计重要性水平遥 对总成本求导院栽悦爷越糟员爷渊杂冤垣糟圆爷渊杂冤遥

令院栽悦爷越园即院糟员爷渊杂冤垣糟圆爷渊杂冤越园遥解方程得院杂越杂员遥

如图 猿所示袁杂员满足方程 糟员爷渊杂冤垣糟圆爷渊杂冤越园袁即 糟员爷渊杂员冤垣

糟圆爷渊杂员冤越园遥在 杂员处审计总成本最小袁利润最大袁杂员即固定收费情

况下的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遥

（二）计时收费时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的解及其图示

在计时收费的情况下袁 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审计时间向被

审计单位收取审计费用遥 审计时间随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增加

边际递减地减少袁 那么审计收费也随估计重要性水平边际递

减地减少遥

设院杂为估计重要性水平袁悦员为审计实施成本袁悦圆为审

计风险成本袁栽悦为审计总成本袁砸为审计收费袁栽为审计时

间袁运为审计时间收费率袁孕为利润遥

那么院淤栽越贼渊杂冤且 贼爷渊杂冤约园袁贼冶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 演遥于悦员越

糟员渊杂冤且 糟员爷渊杂冤约园袁糟员冶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 演遥盂悦圆越糟圆渊杂冤且 糟圆爷

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 演袁糟圆冶渊杂冤跃园袁杂沂渊园袁杂园演曰糟圆冶渊杂冤越园曰糟圆冶渊杂冤约

园袁杂沂眼杂园袁杂 演遥榆砸越噪栽越噪贼渊杂冤袁噪 为常数遥虞栽悦越悦员垣悦圆越糟员

渊杂冤垣糟圆渊杂冤遥则院孕越砸原栽悦越噪贼渊杂冤原糟员渊杂冤原糟圆渊杂冤遥使利润最大的

估计重要性水平袁是使利润函数的导数为 园的估计重要性水

平遥 对利润函数求导院孕爷越砸爷原栽悦爷越噪贼爷渊杂冤原糟员爷渊杂冤原糟圆爷渊杂冤遥

令 孕爷越园即院噪贼爷渊杂冤原糟员爷渊杂冤原糟圆爷渊杂冤越园遥解方程得院杂越杂圆遥

如图 源所示袁杂圆 满足方程 噪贼爷渊杂冤原糟员爷渊杂冤原糟圆爷渊杂冤越园袁即

噪贼爷渊杂圆冤原糟员爷渊杂圆冤原糟圆爷渊杂圆冤越园遥在 杂圆处利润最大袁杂圆即计时收

费情况下的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遥

三、结论与启示

员援估计重要性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审计的实施成本和风险成

本遥审计实施成本随着估计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袁审计风

险成本随着估计重要性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袁使会计师事务所

的利润最大的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是客观存在的遥 明确最优

估计重要性水平的客观存在性有两点意义院淤在审计实践中袁

会计师事务所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遥 估计重要性水平会

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的利润袁 这就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实

践中采用合理的方法估计重要性水平袁 使估计的重要性水平

尽量接近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遥于在理论研究上袁最优估计重

要性水平的客观存在性要求加强理论研究袁 找出估计重要性

水平的科学方法袁以便更好地指导审计实践遥

圆援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不一定等于实际重要性水平遥最优

估计重要性水平是使会计师事务所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估

计重要性水平袁实际重要性水平是指会改变会计报表使用者经

济决策的临界点遥所以在审计实践中袁审计人员应该关心的是

怎样使估计重要性水平更加接近最优估计重要性水平袁 而非

实际重要性水平遥

猿援一般而言袁对于同一个审计项目袁如果估计重要性水平

较低袁 审计人员会确定较大的审计范围袁 获取较多的审计证

据袁审计质量较高遥以下措施可以促使审计人员从严估计重要

性水平袁从而提高审计质量院淤通过加强对审计工作的监督袁

提高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力度和违规处罚力度袁建立民事索

赔制度等袁提高审计风险成本遥于通过采用先进的审计方法尧

审计技术以降低审计实施成本遥盂综合运用前两种方法遥

源援从理论上分析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袁采用计时收费

比采用固定收费更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遥 然而在现实

中袁计时收费容易导致审计人员工作松散袁积极性不高袁甚至故

意拖延时间来提高收入袁这使得在两种收费形式下的其他条件

并不完全相同袁 从而很难判断哪种收费形式更能提高审计质

量遥因而袁在实践中需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道德教育袁促进审计

人员积极工作遥

缘援 估计重要性水平的确定需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遥

比如发现被审计单位故意舞弊尧违法袁虚增资产和收入袁虚减

负债和费用袁粉饰报表袁审计人员应从严确定估计重要性水平袁

甚至解除审计业务约定书以规避审计风险遥 再如在审计实践

中袁如果审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袁审计人员实施替代程序的成

本巨大或者根本无法实施替代程序袁可能导致 悦员尧悦圆同时向

上移动袁出现 栽悦总是大于审计收费的情况袁这时无论估计重

要性水平是高还是低袁审计活动总是亏损的遥那么袁为了减少

损失袁 审计人员应该出具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解除

审计业务约定书遥本文在推理过程中假定被审计单位不存在故

意舞弊尧违法等袁以及审计过程中被审计单位积极配合袁不存

在限制审计范围尧阻挠审计实施的行为袁仅从量的方面讨论最

优估计重要性水平袁此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遥笫

阴窑审计与监督

阴窑远圆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鄢

鄢

鄢

鄢

鄢

鄢

鄢

悦

悦爷园

杂元园

悦园

栽悦越悦员垣悦圆

悦圆越糟圆渊杂冤

悦员越糟员渊杂冤

杂杂员 杂园

图 猿

审
计
总
成
本

估计重要性水平

悦袁砸

悦爷园

杂元园

悦园

栽悦越悦员垣悦圆

悦圆越糟圆渊杂冤

悦员越糟员渊杂冤

杂杂圆 杂员 杂园

砸越噪贼渊杂冤

图 源

审
计
成
本
综
审
计
收
费

估计重要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