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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impact of auditing by accounting firms
is growing. Different companies are audited by different firms, so which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company’s choice of the firm? From several angl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oice of transaction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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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的公司由不同的事务所来对公司进
行审计，那么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公司对事务所的选择呢？文章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事务所的选择进行探
析。
文章引用: 唐洋, 乔玉辉, 缪晴, 刘学检. 浅议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择[J]. 国际会计前沿, 2019, 8(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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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企业的不断做大做强，资金对于企业来说总是不足的，这时候大多数的公司都会选择上市，到
股票市场上去筹资。公司在上市之前必须选定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审计，审计的效果也决定着
公司能否顺利上市。同时，公司在上市之后也需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是公司的需求是不同，而
全国范围内又有大量的事务所存在。那么，选择怎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审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将会计师事务所分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地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2. 公司战略与事务所选择
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战略、远景，不同的战略的公司适合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的战略只是在
国内经营，谋求在本土做大做强，并不涉及到或者很少涉及到全球化战略或者国际化战略，那么可以选
择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地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事务所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国内资本市场，对
国内的业务比较熟悉。公司的战略是不断做大做强，走向国际，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及在国际上有所作为。
那么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国内具有 A + H 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选择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二是选择国
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在其他国家资本市场上市。选国内具有 A + H 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对国内和香港的
规则比较了解，同时相对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审计费用可能相对较低。但是局限于香港上市，
不能到其他国家资本市场上市。选择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不仅能在香港上市，其他国家的
资本市场同样可以上市，同时由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以很好的提高
公司在全球的知名度。但是，相对于国内具有 A + H 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来说，审计收费要高的多。

3. 企业性质与事务所选择
我国的会计师制度恢复于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末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脱钩改制[1]。在进行脱钩改制之前，我国的大部分事务所是由全民所有制
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虽然事务所进行了改制，但是大部分的事务所还是和行政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具有
国资背景或者地方控股的企业，一般会选择本地的名声较好的事务所来进行审计，因为地方企业优先考
虑的是上市，其次是上市的成本。陈策、方军雄发现，聘请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通常会进
行较多的盈余管理，却不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影响本
地所的审计质量[2]。因此这些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地方名声较好的事务所，然后是其他地方的事务所。而
民营企业选择的机会就比较多。民营企业考虑的在低成本下，达到上市的目的，因此民营企业对上市成
本比较关注，民营企业优先考虑上市成本低的事务所，然后考虑事务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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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管理层与事务所选择
企业的管理层具有对外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力。企业的管理层和事务所的负责人具有较好的关系，
则有可能选择该事务所进行审计。比如企业的管理层和事务所负责人来自同一个地方、毕业于同一所大
学或者具有相似的经历都会影响到企业对事务所的选择。身在异乡的会计师与高管更重视乡音情谊，从
而二者更易于结成利益联盟与情感联盟[3]。王德宏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签字审计师之间存在校友关系
时，审计团队的沟通效率较高，团队合作效应增强，审计质量提高，这一结果在“四大”与非“四大”
样本中均显著[4]。企业的高管如果任职经历丰富，在其任职过程中，对特定事务所可能有认同感，那么
将会影响到现任公司的事务所选择，同样，企业的高管兼任多家公司的管理层，那么就会倾向于将自己
任职的公司都聘请自己熟悉的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的管理层一旦对某师事务所比较认可或者说与某事务
所的合作比较愉快，那么该公司可能长期雇佣该事务所进行审计。因此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事务所的
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

5. 企业与事务所地理区位
中国审计市场有着很明显的区域特征，会计师事务所有地区竞争优势[5]。不同的事务所会有不同地
区的固定客户，而在事务所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其在当地的知名度也较高，企业上市则优先选择该事
务所。同时，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我国较为知名的事务所总部也都在这
三个城市，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这三地的事务所相较于其他地方的事务所更具有信息上的优势。
该地的事务所在长期的执业过程中，也会积累大量的上市经验，具有自身的行业专长。

6. 企业审计费用与事务所选择
我国事务所数量较多，事务所的审计水平也各不相同。目前我国具有上市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
计质量也参差不齐，相应的审计的收费也就不尽相同。知名度高的事务所审计收费较高，比如国际“四
大”和国内的“八大”。但并不是说只有找这些事务所审计才可以上市，相应的还有其他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费用是企业选择事务所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同等质量情况下，企业必定优先选择审计收费低
的会计师事务所，因此如果企业可以承受较高的审计费用，则选择知名度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反之企业
对审计费用弹性较小，则可以选择具有上市资质但知名度相对低一些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最终也能
得到上市的目的。

7. 企业分层与事务所选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的壮大，公司治理也在不断的完善。现在的公司多是股
份制公司，公司的股权结构也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公司的层级也在不断的增多。依据委托-代理理论，
企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分离，经营者从事企业日常经营。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的经营者掌握大量的信
息，而所有者掌握的信息较少，因此经营者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侵害所有者的利益。在公司中，企业层级
的增加，加大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使得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代理理论认为审计需求产生于代理关系，
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审计需求[6]。随着管理层级的增加，
信息传递和监督的成本也在增加，代理成本也在增加，这时需要有较高的审计质量来降低代理成本。这
时就要聘请较高质量的会计事务所在进行审计，这样不仅可以发现公司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向外界传递
出较好的信号。因此企业分层较多的公司，会选择审计质量更好、知名度更高的会计师事务所。

8.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将越来越发达，选择上市融资的公司也将越来越多，对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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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也将增加。文章通过对事务所选择的分析，我们认为地理位置是企业选择事务所的一个重要原因，
监管部门也应加强这种关联的监督审查，使得公司能够更好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不仅有
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对事务所的发展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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