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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特别为中小型企业(SMEs)的业主和管理 
人员而编，以说明外部审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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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

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MIA)认为，为使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中小企业有必要：

审计您的财务报表是达到上述标准的积极一步。

应用基本的

金融管理技能

管理公司的

命脉—现金流量

应付税务制度、

就业和其他

法律

咨询合格专业

人士，以弥合

技能和知识

差距

获得信贷与

融资

税务

令吉

审计是一个信心和保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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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审计？

根据公司法令，审计可以定义为对公司

财务报表的独立审查，以使审计师能够

表达看法，即有关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

重大方面有按照适用的批准会计标准，

同时给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财务业绩

一个真实和公允的观点。

审计工作是根据国际审计标准进行的。

审计师会在审计结束后，发表一份报告，

内含他对该财务报表所提出的意见。

公司法令已阐明公司董事根据批准会计标准准备财务报表的

责任。账目经过审计，使董事在履行此责任时有独立的保证。

无论是大公司或小公司，只要是其账目未经审计，我都不愿意

担任董事。

拿督再顿莫哈末哈山
公司董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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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的特权

有限责任公司为一种公司结构，其拥有人对其债务的法律责任仅限于

他们所投资的资本金额范围。

享有有限责任特权的公司必须对其业务

进行强制性审计，以维护第三方用户和

其他股东的利益。审计可以被认为是对

广大公众的一项服务，也是一项换取公司

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廉价付费。

有限责任特权应附有问责制和独立审计。  

令吉

令吉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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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对中小企业的价值

审计可帮您节省时间和金钱。

审计带来财务纪律

• 审计要求准备正确账户。这可以节省您的金钱，因为新的2016公司	
法令已加重公司董事未能准备完整财务报表的责任。一经定罪，

	 新法令规定罚款不超过五十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三年或两者兼施。

• 审计能有效遏制欺诈、洗黑钱和其他非法活动。	

虽然审计过程并非为检测欺诈而设，但毫无疑问的，在没有审计的情况下，

欺诈和错误更容易发生，并且在没有任何独立审查的情况下不被察觉。

中小企业一般上都没有内部财务和管理专长。 会计师的角色

则是提供必要的财务和管理咨询，刚好弥补了这一缺口。

独立审计还建立了公众对财务报表完整性的信心，以及培养 

中小企业正确的企业行为。

拿督哈法沙哈欣
大马中小企业机构

首席执行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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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经审计账户呈报的正确报税表可让您节省金钱，甚至，所省到的数目

也许多过您的审计费！

• 外部审计确保呈报给内陆税收局的是正确税务，而目前的所得税

	 法令77A(4)条文也规定公司提呈的报税表必须根据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

• 审计师可以协助识别公司在税收遵从方面所遗漏的弱点，从而为公司

	 避免无意中触犯税法而招致惩罚。

• 审计师也可帮助您的公司以许多其他方式与税务执法当局进行沟通。

报税表中所呈报的信息必须准确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我们

内陆税收局认可，审计师在促进这种税收遵守方面的角色。

丹斯里拿督威拉莫哈末苏克尔博士
上届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总监

“ ”

¥
£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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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融资成本

• 经审计财务报表在筹集资金和资本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 如果没有审计师观点的支持，即使贷款人提供融资，他们将承担更多

的风险，从而被迫提高融资成本，这将对中小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审计改进决策

• 信息是现代商业的命脉。误导或不准确的信息导致糟糕的决定。

• 审计可提升可信度，因为审计过程的结果是由受过训练和受到严格

	 道德规范管制的专业人士提供的独立意见。

• 因此，审计通过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准确的信息来增值，其结果

是管理人做出更好的决策，投资者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以及有关当

局做出更好的政策决定！

外部审计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信誉，并在评估信贷

贷款申请时提供给银行更大程度的保证。

拿督阿都法立阿立雅斯
大马银行公会(ABM)主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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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避免遭到处罚
a	带来财务纪律	
a 获得专业咨询

a 改进决策

a 降低财务成本	

a	额外时间专注于收入	
a	安心经营！

审计费

好处

成本

容易获得专业咨询

• 审计协助管理层改进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系统。

• 审计师是专门从事风险评估和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专业人士。

有了审计师的帮助，您不仅有额外的时间产生收入，还将能安心经营，因为

有专家在帮您照料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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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CCA(2008)。为什么审计很重要：审计利益指南，第8页。 

审计对您的客户的价值

信任是现代商业的核心。审计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信息1：

• 企业的财务管理；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精神；

• 企业的实力和效率；

• 营运的健全与廉正。

令吉

令吉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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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供应商对您的信任

信用是供应商的一个主要考量。

他们想知道客户是否是有信誉的，

以及公司是否按时支付账单，并在

不久的将来保持偿还能力。

一个独立和专业的审计可影响信誉

卓越的供应商决定延长或拒绝

信贷给您。

您对审计的承诺，等于向客户和供应商展示您是

一位具有良好管理、可信赖、开明接受专业咨询并

渴望在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的商业伙伴。

令吉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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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来小型公司可能享有审计豁免，中小
企业还会继续进行账目审计吗？

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MIA)预计，许多中小企业将

继续寻求专业审计服务，并从外部审计中受益。

在英国，小型公司豁免审计虽然实施已久，但接近审计豁免门槛的公司和

规模较大的小公司却继续对其账户进行审计。

32%的小公司虽然符合审计豁免条件，但董事们却坚持执行自愿审计，
因为他们认同这种做法的优势(Collis, 2008年)。

其主要因素为：

• 债权人和股东们坚决要求；

• 保持与早期财务报表的一致性；或

• 因为公司接近小公司的豁免门槛。

当一间公司享有豁免审计地位却依然继续对其账目进行审计时，等于带出

以下强大信息：

• 将自身的财务管理视为一项优先事项；

• 它所发布的财务信息经得起外部审核；

• 它对其营运的质量充满信心，所以允许外部审查。



11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

您可通过MIA	在线搜索目录
http://www.mia.org.my/new/members_memberfirms_directory.asp
找寻审计公司。

令吉

为您的企业挑选审计师

在马来西亚，只有获得批准的公司

审计师，即已通过总会计师办公室

面试，获得财政部根据公司法令批

准，并具有执业证书的马来西亚会

计师公会(MIA）成员才可被委任为

公司审计师。

当选择审计师时，有关公司应该问

及审计师或审计公司的资格：

• 您的资格是什么，拥有哪些

	 执照？

• 收费的依据是什么？

• 您在这个行业有经验吗？

• 即将进行审计的工作者	

有什么经验和资格？

• 您还可提供哪些额外服务呢？

由合格会计师担任商业顾问将确保更多中小企业生存、繁荣和促进整体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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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MIA):管理马来西亚 
会计专业

马来西亚会计师公会(MIA)是根据“1967年会计师法令”成立的法定
机构。它被赋予法律权力管理马来西亚的会计专业。

作为国家会计机构，MIA制定了高度的道德标准，而国内所有会计师必须
遵守。所有会计师都受MIA的条规约束。	任何违反条规的会员须受纪律
处分。成员可能被暂停或甚至被取消成员资格，视其所犯错的严重性

而定。

MIA成员均受到监管。如果公众对其所提供的服务不满，可以向该公会
投诉。公众也受保证可获得所期待的专业服务质量，因为所有MIA成员必
须每年接受最低时间的持续专业教育，以确保他们在技术上更新，即便是

已成为一名经受训的会计师也不例外。



Disclaimer
 
1. This document contains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 and MIA is not, by means of this document, rendering 

any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s. This documen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such professional advice or 
services, nor should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decision or action that may affect your business.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 or taking any action that may affect your business, you should consult a professional 
advisor.

 
2. Whilst every care has been taken in compiling this document, MIA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y 

(expressed or implied) about the accuracy, suitability, reliabilit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for 
any purpose.

 
3. MIA, its employees or agents accept no liability to any party for any loss, damage or costs
 howsoever arising,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action or decision taken (or not taken) as a 

result of any person relying on or otherwise using this document or arising from any omission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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