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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财务造假的审计策略思考

【摘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由于制度尚不健全，近年来上市公司中出现了多起将信息流、现

金流乃至物流结合在一起的高级财务造假案例。由于审计理念的落后，注册会计师屡屡审计失败，独立

审计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政府的处罚。风险导向的审计理念应当始终贯彻上市公司审计过程，审计师

需要关注现金流和物流系统性造假问题，采取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审计策略，改善审计实务中过于偏重实

质性程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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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年4月，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雅百特”）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遭证监会立

案调查。2017年 5月 12日雅百特收到了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其财务造假问题浮出水面。

根据证监会的调查，雅百特的财务造假不同于一般

的财务造假，是一种达到了“三流合一”的高级财务

造假。一般工业企业的财务造假也集中在“三个流”：

信息流、现金流和物流。根据造假难度的高低，可以

将财务造假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信息流造假。这种造假只更改或编造

原始单据、会计凭证和账表，只对会计信息本身进行

各种歪曲、失实的操作，而罔顾与现金流和物流的一致

与协调。这类造假一般都是虚增了巨额收入和利润，

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要么为负数，要么净流入

非常少，而应收账款、存货、在建工程等却巨额增加，

三张主表都是假的。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造假方式，

也可称为“低水平造假”，审计的时候只要正常执行

一般的审计程序往往就能识破。这类比较典型的造

假企业有：银广夏、蓝田股份、南纺股份、大智慧等。

第二层次：信息流+现金流造假。在银广夏和蓝

田股份造假事件发生之后，造假者们吸取了它们的

教训，将造假升级到了“2.0版”，即在做假账的同时

以账内或账外的真金白银进行同步匹配，制造假的

资金循环。以雅百特为例，它将自有资金转给其他企

业。2015年，雅百特以虚假采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

其控制的上海远盼商贸公司、上海煊益实业公司等

关联企业，再以销售回款的名义转回来。同年，雅百

特将转出去的资金汇给上海桂良工贸公司、上海久

仁贸易公司等客户，承诺给这些客户一定的好处费

后，这些客户将资金以销售款名义转回雅百特，这样

就构建了完整的资金循环，伪造出看似“真实”的现

金流。证监会查明，雅百特为了不让其他人察觉它的

造假行为，动用了 7个国家和地区的 50多个公司超

过 100个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划转，而且经常通过银

行票据和第三方支付进行，渠道复杂。稽查人员为了

核实这些账户信息，几乎走遍了上海的各大银行。这

种造假较之第一种造假成本大幅上升，但造假效果

很好，审计师都查不出来。这种造假除了利润表是假

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基本都是真的。除了雅

百特，这类比较典型的企业还有东方电子、万福生

科、绿大地、新大地、皖江物流等。

第三层次：信息流+现金流+物流的融合造假，

这是财务造假的最高境界——“三流合一”。主要表

现为：第一，各种原始单据，如入库单、领料单、台班

记录、验收单、发票、提货单甚至出口报关单等一应

俱全；第二，从采购的资金流出到销售的现金流入，

全有真金白银；第三，从采购入库到生产领用、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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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均有对应的实物流动可查。因此，这是造假难度

最大、成本最高、最不容易被识别的造假层次。目前

能达到这种水平的公司极少，雅百特和台湾博达是

其中的典型。

本文把后两个层次的造假归类为高级财务造

假，由于做到了信息流与现金流的同步，甚至能达到

“三流合一”的最高境界，对独立审计提出了极高的

挑战。在对高级财务造假进行审计时，常规的审计程

序如账目核对、抽查凭证、函证等往往是没有效果

的，审计师需要重新制定一些更高级的审计策略。

二、针对高级财务造假的审计策略

1. 把舞弊风险评估放在首要位置。根据风险导

向的审计理念，对被审计单位实施审计时要先执行

风险评估程序，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但现在的审

计实务有个缺陷，就是重实质性程序、轻风险评估程

序，审计人员一到被审计单位就被凭证、账本所包

围，在没有问题的地方耗费了团队大部分的时间和

精力，却忽略了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

审计师评估舞弊风险依据的原理有很多，本文

以比较简单的舞弊三角理论为例进行说明。该理论

认为，企业舞弊的原因是由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

组成的，这三者也是舞弊产生的主要条件。

（1）压力要素。当企业面临着巨大压力时容易造

假，如急于 IPO或配股增发、连续亏损面临退市、即

将到来的上级部门考核、巨大的个人利益诱惑、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严重下降等。南纺股份不造假就要

退市、雅百特不造假就无法完成借壳上市时所作的

业绩承诺、万福生科不造假就无法首发上市等案例

均表明：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在难以抗拒的诱惑面

前，很多公司往往会铤而走险。

（2）机会要素。财务造假需要有合适的土壤，如

松弛的内部控制、低廉的造假成本、失效的外部监

督等。当这个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治理结构失

衡时，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就容易操纵企业进行财

务造假。如万福生科，它是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上市

后龚永福和他的妻子二人合计持有公司 59.98%的

股权，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超过 5%，同时龚永

福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有两个妻妹分别负责公司

的采购与销售。龚永福一个人凌驾于整个企业的内

部控制之上，一旦他动了造假的念头，公司内部无人

能够阻止。万福生科又是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享

受国家的各种税收优惠，造假成本低廉。从外部来

说，负责把关的审计师、保荐机构、律师与万福生科

签订的合同都是“保底+提成”式的条款，只有在万

福生科成功上市后才能获得最大收益，于是他们为

了利益与万福生科沆瀣一气，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加

上负责“临门一脚”的证监会侧重形式审查、书面审

查，企业造假自然就是一路绿灯了。

（3）借口要素，即企业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

由，使企业的造假行为说得通、符合情理，让舞弊者

能找回因舞弊而打破的心理平衡，无论这一解释本

身是否真正合理。如东方电子的董事长隋元柏就认

为公司财务造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整个集体

谋福利。

经过评估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以上舞弊因子

后，审计师就可以基本确定财务造假的可能性极高，

剩下要做的就是合理调度审计资源去寻找突破口重

点突击了。

2. 深挖关联方。从近年爆出的财务造假大案可

以看出，高级财务造假都是借助关联交易实现的，因

此找出关联方至关重要。但关联方往往是隐蔽的，关

联交易一般都进行了非关联化处理，而审计师又没

有强制权力，因此关联方审计是个难点。但事情都是

相对的，审计师感到困难，造假企业也会觉得造假很

难。高级财务造假是个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不仅需

要企业在内部做大量工作，使供、产、销环环相扣，还

要借助上、下游企业的配合，涉及的企业动辄几十

家、上百家，造假成本高，又伴随真金白银的流动，因

此大规模的造假会留下很多破绽和痕迹，只要我们

细心去追查，一般还是能发现的。如何查找关联方，

审计准则里已经总结了一些常规方法，如查看重要

的会议记录、翻阅以前年度的审计工作底稿、询问直

接参与交易的基层员工等。此外，以下方法也可以收

到比较好的效果：

（1）利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关联信

息。该系统自 2014年 2月上线，运行到 2015年底已

经比较成熟了。借助这个系统查询企业的工商登记

信息就非常方便了，只要输入要查询的企业名称，其

各种登记、备案信息就可一览无余。首先，可以从系

统的“实收资本构成”信息中查询控股股东是谁及其

关联方信息，大体了解整个集团企业之间的股权构

成关系，掌握关联企业的大概情况。其次是查询企业

法定代表人的兼职信息。凡是法定代表人或其亲属

兼职的公司可以初步怀疑是关联公司。最后，可以查

询供应商和客户的信息。将供应商和客户的名称输

入系统后就可以一家家进行详细查看与分析。以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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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药业为例，如果审计师对紫鑫药业的前 5大客户

进行查询就会发现：这 5家公司的注册时间、地点、

注册资本甚至员工人数都非常接近。其四大上游供

应商延边嘉益、延边耀宇、延边欣鑫、延边劲辉的成

立时间、经营范围、公司住所都相同，连集中迁址的

时间也出奇地统一。这些巧合的背后绝对隐藏着不

为人知的关联关系。再如新大地，经查询位列其

2010年前十大客户名单的黄刚，同时也是其第二大

客户长沙仙山源和第八大客户萍乡市恒农的创办

人；第五大客户梅州曼陀神露名义出资人是公司员

工邹琼，实际是董事长亲侄女黄双燕所办的公司。

（2）利用贷款卡查询关联信息。利用贷款卡查询

关联企业信息，主要是查询企业提供对外担保的信

贷信息，此外还有银行承兑汇票的开具信息。企业之

间的担保、票据信息往往是判断关联交易的重要线

索和依据。通过对企业承兑汇票的开具情况、担保情

况的查询，可以深入挖掘隐蔽的关联成员，从而得到

更加完整的企业图谱。

（3）追查存在大额资金收付关系的个人。由于业

务性质的关系，农业类公司的上下游合作方很多是

个人。这些个人有的确实与被审计单位有真实业务

往来，如大米经纪、猪经纪等各类经纪人、个体户等。

有些则专为造假而生，如新大地公司的个人客户林

昭青、万福生科的供应商杨建中。林昭青 2009年为

新大地的第二大客户，2010年和2011年均为第一大

客户，3年累计实现销售额高达1474万元，然而这个

人在新大地造假事发后却神秘消失了。杨建中是万

福生科的粮食经纪人，万福生科给杨建中的预付款

最多的一次高达4000万元，然后这些钱又以销售回

款的名义回到了万福生科的账上。这些个人和公司

相比，操纵起来更灵活方便，还可以有大额的现金交

易。造假企业惯用的手法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一

些身份证开立银行账户，然后利用这些账户倒腾资

金。如万福生科的财务部门掌握着56张个人银行卡

专门用来倒账，这些账户的真正主人根本不知道自

己的账户里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个人，审计师要坚

持单独通电话或见面谈话，最好能拿来这些个人账

户的现金流水记录，以查清资金循环的真相。

3. 延伸上下游。在2017年惊动外交部的雅百特

财务造假案中，雅百特在2015年虚构了一个在巴基

斯坦木尔坦签订的总金额为 3250万美元的工程合

同。2017年9月，该合同被中国外交部证明纯属子虚

乌有，但雅百特的审计方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居然为

雅百特 2015年年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这个案例暴露出独立审计的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仅仅局限于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师与企业

上下游联系的唯一途径似乎就只有函证了，一旦被

审计单位与上下游串通，函证也会失效，审计师就会

被蒙蔽。其实，这些年爆出的财务造假大案很少是审

计师发现的，这与其“闭门造车”式的审计方法有极

大的关系。

企业财务造假最难的地方在于让企业外部的人

员和企业配合，而这个配合成本、难度是很高的，所

以被审计单位往往退而求其次——瞒着上下游合作

方但利用他们的名义私下造假。因此，这个环节有很

大的破绽，审计师如果对被审计单位的上下游进行

延伸调查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调查主要有

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发现虚假交易，另一个是进一步

发现潜在的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在实地察访中，很

多被扭曲的事项或业务立马就会呈现出最真实的一

面。但或许是出于成本的考量，或许是出于习惯，当

前的审计实务里这个环节基本是没有的，部分审计

人员喜欢在项目经理的带领下埋头编制审计底稿。

在雅百特案里，如果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去

一趟巴基斯坦的工程现场不就发现问题了吗？在九

好集团案里，证监会的专案组不正是因为不怕麻烦

走访了 368家供应商才取得了确凿的造假证据吗？

当然，现场察访是个耗时费力的工作，会面临客户众

多、路途遥远、时间紧迫等问题，但它却是个非常有

效的方法。

4. 多和同行业竞争对手进行对比分析。财务造

假的公司往往不是垄断企业，其所在行业有很多优

秀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有标杆企业，公司的很多指标

通过和竞争对手或标杆企业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是否

异常。如雅百特，其年报显示国内项目的毛利率在

30%以上，同行公司对此很不认同。竞争对手上海亚

泽的董事长钟俊浩就公开表示雅百特公布的毛利率

有问题。2013年上海亚泽曾与雅百特共同中标了福

州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项目，双方各负责一半工程，

当时项目总承包方中建钢构给双方的价格一样，材

料也一样，结果雅百特在当年宣称获得了 38%的毛

利率，而上海亚泽的毛利率仅为15%。毛利率高于同

行水平不是不可以，但必然要有过人之处，而雅百特

却说不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再如万福生科，2008年、

2009年和 2010年万福生科的淀粉糖毛利率分别高

达27.7%、29.39%、28.13%，而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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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同期毛利率却仅为 10%左右。万福生科与主要竞

争对手江西恒天实业公司相比，在核心产品生产、营

收规模皆远远不如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实现的净利润

却近三倍于竞争对手，这是为什么呢？这连造假公司

自己都解释不清楚。除了毛利率，还可以对比资产周

转率、市场占有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指标越全面，

假的东西暴露就越彻底。所以说，审计师审计的时候

如果能有开放的思路、宽广的视野，把被审计单位放

在一个大坐标、大背景里进行审视，那些造假信息就

比较容易识别了。

5. 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很多时候，审

计师未能识破造假是因为缺少业务常识。业务是财

务的基础，如果审计师不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行业状

况、产品特点，他就不能说了解了被审计单位的财

务，当然就容易审计失败。2017年3月份曝光的财务

舞弊公司九好集团虽然造假水平很高，但是审计师

只要对其业务稍加研究就能知道它在撒弥天大谎。

九好集团主营“后勤托管”，该业务听起来很陌生，因

为这是它独创的名词，但深入了解就会知道，“后勤

托管”实际就是后勤外包，是服务外包行业中的

BPO，即业务流程外包。外包的种类有很多，如 ITO
（信息技术外包）、KPO（知识流程外包）、HRO（人力

资源外包）、FAO（财会外包）等。后勤外包属于BPO
中的LSO（基础流程外包），与前面知识、技术密集型

外包相比是技术含量最低，附加值也最低的一种，主

要外包内容是餐饮、物业管理、办公耗材、物流、会

务、差旅等。

九好集团以前就是办公耗材承包商，几十人的

团队年销售额曾经突破亿元，但是利润非常微薄。

“不挣钱而且太累，很难可持续发展。”九好集团董事

长郭从军这样评价自己从事的业务。由于做了几年

感觉不赚钱，九好集团无奈之下才开始转身做平台

服务。由此简单推测就可以知道，“后勤托管”平台上

各个供应商承接的都是微利的后勤业务订单，怎么

可能会给平台企业支付很高的佣金呢？另外，九好集

团的“后勤托管”是2010年起步，到2014年才推出了

名叫“后勤无忧”的B2B电商平台，到 2015年其“后

勤托管”业务才发展了不到5年的时间，企业正处于

市场开拓期。众所周知，互联网平台企业一开始都是

亏钱做促销，先要拼命把人气、流量、口碑做起来才

可能有钱赚，九好集团怎么可能 5年不到就年收入

超4亿元，净利润达到1.9亿元？再者，九好集团属于

B2B电商，稍微了解互联网企业的人都知道，与B2C

电商的火爆相比，B2B电商自1999年诞生以来发展

并不顺利，毛利率很低，主要靠薄利多销。2016年，

酒类B2B电商壹台购、汽配B2B电商喜汽猫、机票

B2B电商同航网、农产品B2B电商农丰网等相继倒

闭。九好集团还处于B2B电商平台的初级阶段，成

熟的B2B电商早已经朝着“自营+平台+金融”三位

一体的方向发展了。对B2B电商靠撮合交易收取佣

金的赢利模式，马云这样评论：“佣金不过是商人在

我的茶馆喝了杯茶、谈成了笔生意，我们收了个茶

钱，这能收多少？收多了就是黑社会，而且别人也就

换个地方喝茶去了。”

B2B电商由于缺乏客户黏性，还被业内人士称

作“网上中介”，“网上中介”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供需

双方绕过自己直接接触，实际上也确实很容易被客

户绕过，由此可见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因

此，九好集团的巨额营业收入与利润根本不可能是

真的。类似九好集团的造假案例还有很多，如蓝田股

份“氧气都跟不上的立体精养鱼塘”、银广夏绝密的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皖江物流“走单、走票、不走

货”的托盘业务、万福生科卖出茅台价的大米……这

些案例告诉我们，只要审计师肯花一些时间来了解

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就不会有审计师看不穿的“假财

务”。当然，隔行如隔山，审计师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

业，必要时要借助专家的力量。

6. 严格审查现金流水。如天丰节能、绿大地、

新大地、万福生科、海联讯等一系列的财务造假

案，都是资金流水造假，所以在审查高级财务造假

时要重点审查资金流水。在审查资金流水时除了要

特别关注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还要关注以下

几点：

（1）确保现金单据真实。现在，企业伪造银行单

据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为此审计师要和被

审计单位人员一起到银行打印现金流水单和银行对

账单，在打印银行对账单时要求银行将对方账户名

也打印出来。这样做一方面防止被审计单位提供假

的银行单据，一方面便于核对资金来源。同时，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还要通过网上银行查询详细交易记

录，包括交易对手的账户名和账号信息、交易摘要

等，这样能较好地弥补现有信息的不足。

（2）注意大额或频繁的现金交易。一般情况下，

企业的交易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实现的，资金的

流动会在银行留下轨迹，便于追查资金来源和弄清

交易实质。为了避免造假事实被发现，很多造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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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直接以现金交易。如新大地从实际控制人和关

联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取现后，再以 163个个体客户

销售回款的名义将钱转存到了新大地名下。

（3）高度关注异常的银行单据。例如既是收款人

又是付款人的情况，因为交易对方可能既扮演供应

商又扮演客户角色，实际上却两者都不是，仅仅是资

金中转站。关注一收一付、一收多付、多收一付而又

金额相等、日期相近的业务。还要特别注意账面收付

款单位与银行凭证不一致的情况。账面上是某某客

户汇款，但汇款单位却不是该客户；账面是预付某某

单位工程款，但收款单位却是个人等。

（4）注意从多笔流水中总结规律。单笔账目核对

往往发现不了问题，但把很多笔有共同特点的账目

汇总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这些共同特点包括金额

规整、时间集中、经办人相同等。毕竟造假是很麻烦

的事情，具体的造假人员也是能偷懒就偷懒。以新大

地为例，2010年新大地从凌梅兰、凌某平个人银行

账户提取现金，并先后于取现当日以 163个客户销

售回款的名义存入新大地，共有16天存在以下共同

特征：存取款在同一天；在同一银行网点办理；由同

一经办人经办；存取金额全部或基本相同。

7. 抓住“物流”这个牛鼻子。实际上，公司进行

财务造假时，最难的是物流部分，难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成本太高，比如虚增 5000万元的采购就要

运输差不多5000万元的货物进公司，进来了又不做

其他处理，还要支付运输和仓储成本，当造假成本接

近或超过造假收益时造假就没有价值了；二是大量

的货物移动很不方便，也会留下很多痕迹，更经不起

审计师的盘点。造假的公司 99.99%都达不到“三流

合一”的最高境界。雅百特为了达到这个境界做出了

很大的努力。为了让虚构的生意显得真实，雅百特真

就将一批建筑材料报关出口了。根据证监会的调查，

雅百特声称这批建筑材料就是用于木尔坦快速公交

车站的建设，但这些建筑材料实际上没有运送到巴

基斯坦，而是运到了香港。建筑材料到了香港后雅百

特又通过第三方的公司把这些材料进口回来，以这

种方式达到了一种虚构海外工程在施工的假象，审

计师就真的被蒙住了，被蒙住的原因是只看到了物

流的表象。除了雅百特，根据公开信息，“三流合一”

做得比较“到位”的公司还有台湾博达。即便台湾博

达用来造假的、在海上转来转去的集装箱里装的并

不是真正货单上的货物，而是一些下脚料和瑕疵品，

通过变换包装，这些伪装的货物被反复利用，审计师

只要下功夫去实地盘点很容易就会发现。总之，无论

单据、账、现金流伪造得多么好，物流始终是个硬伤，

审计师只要按其宣称的供、产、销规模去核实实物，

百分之百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此外，为了降低造假成本，造假公司勉强伪造的

物流一般都会体现出一些特征：其一是物流路线比

较固定，这是为了方便操作，循环不息。商品一般从

某一个地方出发，中间变换马甲转一圈之后又回到

了起点。例如台湾博达的物流就是从台湾博达出发，

海运到香港的“人头客户”，再到台湾配合造假的供

应商，最后运回台湾博达。其二就是注水严重。在有

一部分真实物流的基础上，通过伪造单据把物流

规模做大，这就需要对部分物流单据、合同进行真

伪鉴别。如合同记载10吨，会计记录却为30吨，这与

物流公司的合同就不符，可以到物流公司进行合同

的核对。

三、结语

郭台铭曾经说过：“我非常喜欢‘广深高速’这条

高速公路的名字，因为它寓意深刻。要拥有创新的思

维，前提就是广度、深度、高度、速度要够。”实际上审

计何尝不是如此。除了速度，审计也需要广度，对被

审计单位的外部环境、上下游、竞争对手都需要了

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审计师将可以从技

术上解决审计的广度问题；但审计也需要深度，审一

行就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半个专家，不仅懂这个行业

的财务，还要懂这个行业的业务，从业务的角度深入

透视财务；审计更需要高度，审计时审计师要站在行

业之巅、战略之巅鸟瞰具体事务，不仅看得高，而且

看得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高级的财务造假在

睿智的审计师面前也将无所遁形，审计师也将无愧

于其扮演的高尚角色——经济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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