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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市场经济条例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仍有一些制度在落实阶段出现不
到位或者偏差的问题,给了一些别有用心上市公司可趁之机,出现严重的财务报表粉饰问题,比如利润层
作假、会计报表粉饰、财务信息虚假等。针对这种情况,需全面分析上市公司在粉饰财务报表时的出发
点以及常用伎俩,根据其实际问题提出对应的治理策略,从根源解决该弊病。文章就财务报表粉饰类型、
财务报表粉饰手段、财务报表粉饰的识别方法及防范措施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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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wash and Solu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listed Company
Wenqing Ai
Jiang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Economics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lthough many market economy regulation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systems that are not in place or devi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which gives some listed companies with ulterior motives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and appears serious
financial statements whitewash problems, such as falsified,income statement, accounting statement whitewash,
false financial information, etc.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mmon trick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whitewash,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problems, and solve the problem from the roo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types, means,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white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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