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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小企业内部审计

概述
内部审计是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估，也是对企业达到核心目标程度的分析。在过去，内部
审计通常被看作是无关紧要或者不会给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带来价值的事情。好消息
是，中小企业所有者越来越多的意识到健全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
控制环境，这是内部审计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内部审计仍然被看作是只与上市公
司或政府等大型实体有关。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中小企业经营的误解：认为中小企业的经
营相对简单，企业所有者总是直接参与日常运营。

中小型企业的控制环境可能不同于大型企业，但为了保证有效的风险管理，仍然应该对它
们进行定期审查。风险可能由于业务性质、外部因素（包括整体经济环境、政府政策等）
而产生差异。

优势
在中小企业控制环境的背景下，企业管理人员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非
常重要的是，一个中小型企业对控制环境有正确认识，管理层能够理解并对内部控制系统
的总体目标有正确的态度和行动。控制环境决定了企业基调和企业文化。

有效的控制环境应保证：

• 运营有效且高效
•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 遵守法律法规
• 资产维护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概述
针对被审计单位，将采用内部控制以

• 确保业务活动的有效展开
• 保护资产安全和完整性
• 预防、发现和纠正错误和舞弊
• 确保会计核算真实、合法、完整
• 制定并执行相关政策和程序

其内容包括管理控制、会计控制和内部审计控制，以及业务涉及的所有其他领域。

作为重要的经济实体，中小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业务性质简单。由于资源限制，它们更倾
向于关注单一性活动，不过它们也灵活性更强，资源分配更加有效。

所有这些特点通常被看作是中小企业的优点，但他们也产生一些问题，甚至阻碍中小企业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其后果如下文所述。



主要问题
内部控制意识的存在
对于一些自营小规模企业，只要企业日常管理在主管的直接控制下，决策者就不认为内部控
制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即使建立内部控制，也总会存在一些实施问题。。例如，很大数量的内部员工是企业所有者
或管理者的亲属，可能会导致内部控制体系失效，甚至导致舞弊情况。
然而当业务增长时，对经营的各方面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责任需要进行分
配因此如果没有适当的内部控制，就会存在风险。公司应及时根据当下业务来审查内部控
制。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功能薄弱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共同问题包括：

1.	内部控制程序没有准备好适当的指导文件或进行员工培训。因此，内部控制不能得到准
确的执行，或根本不能执行，特别是在发生大量人员流动的情况下。

2.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需要监控，这是进行人事审查重要的先决条件。
3.	缺少适当的审查政策。
4.	审查工作并非独立于内部控制职能的行动。事实上，许多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缺乏有效
性，不能正确评估企业的财务信息和部门绩效。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
许多中小企业缺乏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其功能并没有在企业的业务领域和经营中得到落
实。几个可供参考的例子如下所示：

1.	公司的财务部门大部分仍保持较为原始的人工会计方法。会计程序没有文件化，或使用
简单的会计制度。披露的财务信息可能与收集的运营部门资料相冲突。

2.	财务或会计部门可能只有一到两名员工负责会计、财务和财务管理。由于工作人员数量
有限，很难保证职责分离。

3.	财务或会计部门的员工通常雇佣亲戚，他们认为亲戚明显更值得信赖。但他们通常缺乏
会计、财务和财务管理方面所需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他们提出质疑也更加困难。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功能薄弱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共同问题包括：

1.	内部控制程序没有准备好适当的指导文件或进行员工培训。因此，内部控制不能得到准
确的执行，或根本不能执行，特别是在发生大量人员流动的情况下。

2.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需要监控，这是进行人事审查重要的先决条件。
3.	缺少适当的审查政策。
4.	审查工作并非独立于内部控制职能的行动。事实上，许多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缺乏有效
性，不能正确评估企业的财务信息和部门绩效。



完善中小企业内部控制
加强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意识
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管理效率。中小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内部控制观
念，用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带入简单的人事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每个相关人员都应注重其
重要性。

明确内部控制的目标
内部控制目标和目的主要是：

• 保护资产
• 确保公司资产和资源的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 提供可靠、及时的管理信息
• 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开支
• 	确保各项职能的成功实施和管理，提高业务运作的有效和高效
• 预防和审视错误、缺陷及欺诈
• 寻找制定管理政策和履行各种法律义务的依据

选择各职能部门的具体目标和内部机制，以确保适当的协调来实现内部控制或者商业目标。
它需要：

• 高效的部门间资源配置
• 将各项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传达给相关负责人，了解部门工作职责
• 部门主管以身作则
• 加强各部门活动的整体协调性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系统
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分阶段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企业
所有者必须能够认清健全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好处，然后才能努力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组织
结构和职责划分。相互沟通和理解各种约束是十分必要的，中小企业尤其要重视企业经营的
业务循环——采购与支付、销售与应收、成分与费用等风险经营周期。
企业主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对中小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企业文
化的发展，决定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将对中小企业的文化发展
产生更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内容控制是无效的，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对内部控制体系中存在
的问题认识不足，即使这些问题是中小企业内部环境发展中的一部分。商业环境的竞争更加
激烈且复杂，经济周期的起起落落比之前更加频繁，政府政策也在改变。随着中小企业所有
者或管理者对自身经营环境的认识不断加深，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愿意将资源配置
到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之中。



如有问询，欢迎联系雷博国际会计，请发送电邮至enquires@lehmanbrown.com

雷博国际会计是一家主要从事有关中国范围内会计和财务咨询服务的公司，服务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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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广泛的联合专业服务网络。我们综合多年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实操经验，为您提
供专业服务。



About Us
Founded in 2001, LehmanBrown is a China-focused accounting, taxation and business advisory firm, operating in Beijing, 

Shanghai, Hong Kong, Macau, Shenzhen, Guangzhou and Tianjin. Our firm also manages an extensive affiliate network, providing 

service throughout China and reach across the globe. 

Combining years of international expertise with practical Chines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LehmanBrown offers expert advice 

and support to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Within the mid - tier, we are regarded as a market leader and our clients 

enjoy access to a combination of senior and experienced counsellors from both China and abroad. 

At LehmanBrown we recognise that you are unique, that you have unique requirement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individually tailored financial solutions. LehmanBrown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personalised service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our 

clients to understand your individual business needs. This enables us to offer the most up-to-date and expert advice. 

关于我们
雷博国际会计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获得许可，主要从事有关中国范围内会计、税务和财务咨询服务的公司，在北京、上海、

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和天津设有专门办事机构，正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广泛的联合专业服务网络。

 

综合多年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体验，我们向广大国内外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和意见帮助。

在雷博国际会计的服务过程中，我们作为市场中的佼佼者，您将得到来自中国本土以及其它国家的高级资深专家热忱的

咨询帮助。	

我们深刻认识到每一位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并都有其独特的业务需求。雷博国际会计承诺将根据客户的不同业务需求，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务解决方案。我们的专业人员将密切与您合作，以充分了解您独特的业务需求，从而提供满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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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审计与鉴证服务
外部审计
中国法定审计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审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审计

香港法定审计

内部审计
财务舞弊调查

法务会计

专用审计
外汇审计

版权审计

资本验证审计

估价服务
企业估价
损失评估

知识产权估价

资产估价

特殊目的估价

企业融资
债务重组

企业并购、处置与融资

收购兼并
交易咨询服务

企业并购剥离

企业并购整合

财务尽职调查

 

商务服务

企业注册与变更
企业现金流管理 

印章保管服务 

市场进入咨询

企业证照变更

企业年审和年报

企业秘书服务

企业股权转让 / 并购与重组

背景 / 信用调查

企业注销与破产

人力资源服务
外籍人员及其家属的中国签证服务

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财务外包服务
 

会计与记账
预算

编制财务报告

总部财务报告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外包

财务管理

首席财务官

资金管理
开立银行账户

薪资处理
建立薪酬管理体系

外籍员工

本地员工

员工短期外派服务
 

税务服务

个人所得税
移民税务和投资

美国、海外个人所得税规划和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支付 

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

外籍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申报

本地员工个人所得税申报

公司税务
税务咨询
企业税务筹划

业务重组咨询

价值链分析

境内外投资咨询

转移定价

税务申报
税务尽职调查

税务注销

税务罚款谈判

退税申请

代表企业应对税务审计

增值税和关税咨询

申请完税证明

增值税相关申请

增值税与营业税申报

企业所得税申报 

 

特殊风险与会计管理服务

内部控制
系统

风险评估

萨班斯法案 第 404 条款

会计准则、美国联交所和国际会计准则
遵循服务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适用美国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美国会计准则的转换

其他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转换

上市公司合规性

财务报告的编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账务梳理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合规性

证监会
美国联交所上市公司合规性

 

法律服务

法律咨询
劳动法律咨询
缩减劳动力咨询服务

劳动法庭援助与咨询服务

劳动法规的审核

制定并审核劳动合同

企业法律顾问
法律尽职调查

企业重组咨询

制订和审核公司章程

制订并审核合资合同

拟定并审核派遣协议

其他法律服务
争端调解与咨询

商标与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债务回收协助

诉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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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6 755 8209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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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henzhen@lehmanbrown.com

Tianjin	天津	
Unit 2901-04, The Exchange Tower 2 189 Nanjing Road, Heping 
District Tianjin 30005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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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室	

Tel: + 86 22 2318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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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tianjin@lehmanbrown.com

Hong Kong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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