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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和委托执行（编制报告） 

根据 

Ruth Voith 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委托，我方将根据企业法、其他适用法律以及公司章程项下的规定、常规的会计准则以及适

用的会计与估算规定，对委托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营业年度财务报表进行编制，

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其他附录。 

根据委托，以下内容将作为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相关业务材料，包括库存（企业法第 191f 条）和

其他信息，即未经我方审查或对其合理性进行评估，并经由委托人确认完整准确且可供我方使用的材料

。 

同时，我方将根据财务报表编制适用的专业报告 KFS/RL 26（财务报表编制准则）执行委托任务。由

于本次委托并非最终审计，同时财务报表也未经审计师进行审核，或执行其他测试或约定审核行为，因

此我方对结论不作任何保证（确认）。 

如需将我方结论传递给第三方，须附加本报告。同时，对于上述情况，我方指定的一般委托条款中

第 8 条第 7 款关于第三方责任声明的规定适用。 

关于公共会计师的一般委托条款基于委托关系制定（见附件）。 

林茨，2018 年 5 月 30 日 

LeitnerLeitner 有限公司——审计师和税务顾问 

林茨，Ottensheimer 大街 32 号，邮编：4040 

“非签名版本——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发布电子版” 

Maria Schlagnitweit Gertrud Platzer 

会计师兼税务顾问 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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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律关系 

公司名称： Ruth Voith 控股有限公司 

（于 1990 年 1 月 21 日签署公司章程成立） 

公司地址： 特劳恩，Ganglgut 大街 13 号，邮编：4050 

公司注册： 林茨地方法庭第 FN 89418 Y 号（于 1990 年 9 月 27 日注册） 

经营范围： 公司经营范围如下： 

a）其从事常用钢结构建筑物建设，如起吊工程建设以及温室建造，包括

其配套设施建设，或类似经营业务。 

b）收购其他公司股份，并控股该公司，在经济和管理上运营该公司；此

外，也收购、持有并管理各类形式的投资并直接或间接投资其他公司或

个人责任合伙人。 

注册资本： 1,308,111.02 欧元 

持股比例：  欧元 % 

 伊丽莎白私人基金会 654,055.51 50 

 Heike Resch 私人基金会 654,055.51 50 

  1,308,111.02 100 

公司章程变更： 自该公司成立以来，已多次修改公司章程： 

在公司章程第 3 条中，记录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其于 1990 年 10 月 4 日

记录。增资 1,271,774.60 欧元（TATS 17.500）。 

通过 2014 年 9 月 9 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该公司注册资本改为欧元

，并重新修订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决议： 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作出如下决议： 

1. 确定 2017 年 1 月 31 日财务报表。 

2. 解聘董事。 

3. 利润分配。 

董事会： 
Astrid Grömer 硕士 

Heike Resch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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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权： 董事共同代表公司并享有单独签署权。 

利润计算： 1988 所得税法第 5 条 

决算日： 1 月 31 日 

会计规则： 在报告年度中，根据 UGB 第 221 条（1）关于企业规模的规定，该企业

为小型股份公司。 

规模： 截至上一决算日，该公司的规模情况如下： 

 

 2018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1 月 31 日 2016 年 1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总额（以百万计） 16.5 百万 6.2 百万 5.9 百万 

销售额（以百万计） 0.0 百万 0.0 百万 0.0 百万 

平均员工数量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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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税务关系 

税务局： 林茨税务局 

税号： 215/3016 

税务代理公司： LeitnerLeitner 公 司 ——会 计 与 税 务 事 务 所 ， 林 茨 ，

Ottensheimer 大街 32 号，邮编：4040 

纳税额： 该公司有义务缴纳 2015/2016 营业年度税金。 

税务审计： 最近完成的税务审计工作包括对以下内容的审查：2007 年至

2010 年内涉及的所得税、增值税、道路使用费、NovA、机

动车税、商会征税和资本收益税。 

营业年度： 营业年度指的是每年的 2 月 1 日至次年 1 月 31 日。 

法律行为： 截至资产负债日，并未采取重大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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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Voith 控股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资产 2018 2017 负债 2018 2017 

 欧元 欧元 千欧  欧元 欧元 千欧 

A. 固定资产    A. 注册资本    

I. 金融资产    I. 注册资本 1,308,111.02  1,308 

1. 投资 1,471,457.39  1,471   1,308,111.02 1,308 

2. 固定资产证券（权利） 0.00  9   13,369,342.14 3,685 

  1,471,457.39 1,480 II. 决算盈余    

B. 流动资产 

   其中结转利润为 185,474.32 欧元；
去年同期：256,000 欧元） 

 14,677,453.16 4,994 

I. 应收账款和其他资产        

1. 关联公司应收账款  14,962,130.89 4,754 B. 准备金 1,773,348.00  1,249 

II. 现金余额、支票、银行余额  17,212.88 9 1. 税收准备金  1,773,348.00 1,249 

  14,979,343.77 4,762     

        

  16,450,801.16 6,242   16,450,801.16 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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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Voith 控股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损益表 

 2018 2017 

 欧元 欧元 千欧 

1. 其他经营成本    

b）其他 -599.61  0 

  -599.61 0 

2. Z1 至 1 期间的收入（经营业绩）  -599.61 0 

3. 投资收入  14,862,854.59 4,677 

4. 其他证券和贷款收入    

金融资产  0.00 0 

5. 其他利息和类似收入  0.00 0 

6. 流动资产的金融资产和证券折旧和摊销收入  235.84 1 

7. Z3 至   期间的收入（财务业绩）  14,863,090.43 4,678 

8. 税前收入（Z2 至 Z7 期间的收入）  14,862,490.82 4,678 

9. 所得税（及其他税项）  -1,678,623.00 -1,249 

10. 税后收入  13,183,867.82 3,429 

11. 年度盈余  13,183,867.82 3,429 

12. 本年度利润  13,183,867.82 3,429 

13. 上一年度的利润结转  185,474.32 256 

14. 决算盈余  13,369,342.14 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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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Voith 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资产情况 

资产 

采购/生产成本变化 折旧变化 账面价值 

2017年2月1

日 增加 减少 

2018 年 1 月

31 日 

2017 年

2月1日

的累计

折旧 

营业年

度折旧 

营业年

度摊销 减少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累

计折旧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账面

价值 

2017年2月1

日的账面价

值 

1. 金融资产            

1. 投资 1,471,457.39 0.00 0.00 1,471,457.39 0.00 0.00 0.00 0.00 0.00 1,471,457.39 1,471,457.39 

2. 证券（权利）            

固定资产 9,323.05 0.00 9,323.05 0.00 638.51 0.00 0.00 638.51 0.00 0.00 8,684.54 

小计 1,480,780.44 0.00 9,323.05 1,471,457.39 638.51 0.00 0.00 630.51 0.00 1,471,457.39 1,480,141.93 

            

总计 1,480,780.44 0.00 9,323.05 1,471,457.39 638.51 0.00 0.00 630.51 0.00 1,471,457.39 1,480,1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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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营业年度附件 

Ruth Voith 控股有限公司 

I. 概述 

财务报表将根据适用版本的企业法（UGB）第 189ff 条以及常规的会计准则和通用标准编制，其尽可

能真实反映出公司的资产、财务和收入情况。 

损益表按照总成本法编制。 

UGB 第 221 条第 1 款至第 3 款和 UGB 第 221 条第 4 款规定企业规模分类 

在报告年度中，该企业为小型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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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会计和评估方法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须根据法律规定遵守完整性原则。 

在评估单项资产和负债时，须遵守单项评估原则并预期企业存续和未来发展情况。 

此外，还须遵守审慎原则，以保证企业在决算日实现利润目标。如法律允许，须考虑在本营业年度

或以往营业年度中识别的风险和已发生的损失。此外，还需考虑减值情况，无论在营业年度中获利或亏

损。 

无论付款时间，财务年度中的费用与和收入均计入财务报表。 

期初资产负债表对应上一财政年度的期末余额。 

以往应用的会计和评估方法同样适用于本年度财务报表编制。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将在决算日以较低的市场价值计入采购成本（低价原则）。 

应收账款和其他资产 

应收账款和其他资产将以名义价值估算。 

其他准备金 

根据审慎原则，对于在资产负债表编制时识别风险以及不确定负债金额或原因，均应提供准备金，

且其额度须根据预估完成。 

负债 

负债将以预估的结算金额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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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主要项目的划分与说明 

2018 年 1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资产 

A. 固定资产 1,471,457.39 

上一年度 1,480,141.93 

I. 金融资产 1,471,457.39 

上一年度 1,480,141.93 

1. 投资 1,471,457.39 

上一年度 1,471,457.39 

 

 

股份，单

位：% 

2017 年 2 月 1 日的

账面价值 

增加（降低

） 

——折旧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账面价

值 投资收入 

Ing.A.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 Co KG 的合伙股份 

    

 95.00 1,471,457.39 0.00 1,471,457.39 14,862,854.59 

 

2. 固定资产证券（权利） 0.00 

上一年度 8,684.54 

 

   营业年度 

欧元 

上一年度 

欧元 

134 份 Top-Rent 共同所有权   0.00 8,684.54 

降低 收入 账面价值 利润 损失 

134 份 Top-Rent 共同所有权 8,920.38 8,684.54 235.8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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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动资产 14,979,343.77 

上一年度 4,762,337.41 

1. 应收账款和其他资产 14,962,130.89 

上一年度 4,753,798.48 

1. 关联公司应收账款 14,962,130.89 

上一年度 4,753,798.48 

 

 营业年度 上一年度 

 欧元 欧元 

来自 Ing.A.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 Co.KG.的股息   

 14,962,130.89 4,753,798.48 

 

II. 现金余额、支票、银行余额 17,212.88 

上一年度 8,538.93 

 

 营业年度 上一年度 

 欧元 欧元 

银行余额 17,212.88 8,5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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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A. 自有资本  14,677,453.16 

上一年度  4,993,585.34 

1. 注册资本  1,308,111.02 

上一年度  1,308,111.02 

II. 决算盈余  13,369,342.14 

上一年度  3,685,474.32 

2017 年 2 月 1 日  3,685,474.32 

分红/股息  -3,500,000.00 

结转利润 185,474.32 

本年度收益 13,183,867.82 

2018 年 1 月 31 日  13,369,342.14 

B. 准备金  1,773,348.00 

上一年度  1,248,894.00 

1. 税收准备金  1,773,348.00 

上一年度  1,248,894.00 

 

 2017 年 2 月 1 日 应用 分配 增加 2018 年 1 月 31 日 

所得税      

2015 1,169.00 1,169.00 0.00 0.00 0.00 

2016 0.00 0.00 0.00 53,651.00 53,651.00 

2017 1,247,725.00 1,153,000.00 89,725.00 0.00 5,000.00 

2018 0.00 0.00 0.00 1,714,697.00 1,714,697.00 

 1,248,894.00 1,154,169.00 89,725.00 1,768,348.00 1,773,3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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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损益表 

1. 其他经营成本 599.61 

上一年度 300.83 

a）其他 599.61 

上一年度 300.83 

 

 营业年度 

欧元 

上一年度 

欧元 

净值 

欧元 % 

货币交易费用 246.43 197.92 48.51 24.5% 

其他费用 105.88 102.91 2.97 2.9% 

法律和咨询费用 247.30 0.00 247.30 — 

 599.61 300.83 298.78 99.3% 

 

2. Z1 至 1 期间的收入（经营业绩） -599.61 

上一年度 -300.83 

3. 投资收入 14,862,854.59 

上一年度 4,676,968.97 

 

 营业年度 上一年度 净值  

 欧元 欧元 欧元 % 

Ing.A 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Co.KG. 14,862,854.59 4,676,968.97 10,185,885.62 217.8% 

 

4. 其他金融资产证券和贷款收入 0.00 

上一年度 187.60 

 

  营业年度 

欧元 

上一年度 

欧元 

净值 

欧元 % 

证券利息  0.00 187.60 -187.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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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利息和类似收入 0.00 

上一年度 2.17 

 

 营业年度 

欧元 

上一年度 

欧元 

净值 

欧元 % 

银行利息 0.00 2.17 -2.17 -100.0% 

其中来源于关联公司 0.00 0.00 0.00 0.0% 

 

6. 流动资产中的金融资产和证券摊销和折旧收入 235.84 

上一年度 1,061.28 

 

 营业年度 

欧元 

上一年度 

欧元 

净值 

欧元 % 

偿付/销售 8,920.38 0.00 8,920.38 — 

扣除账面价值 -8,684.54 0.00 -8,684.54 — 

 235.84 0.00 235.84 — 

金融资产摊销 0.00 1,061.28 -1,061.28 -100.0% 

     

 235.84 1,061.28 -825.44 -77.8% 

 

7. Z3 至   期间的收入（财务业绩） 14,863,090.43 

上一年度 4,678,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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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税前收入（Z2 至 Z7 期间的收入） 14,862,490.82 

上一年度 4,677,919.19 

9. 所得税（及其他税项） 1,678,623.00 

上一年度 1,248,885.00 

 

 营业年度 

欧元 

上一年度 

欧元 

净值 

欧元 % 

本年度所得税 1,714,697.00 1,247,725.00 466,972.00 37.4% 

上一年度所得税 -36,074.00 1,160.00 -37,234.00 -3209.8% 

 1,678,623.00 1,248,885.00 429,738.00 34.4% 

 

10. 税后收益 13,183,867.82 

上一年度 3,429,034.19 

11. 年度盈余 13,183,867.82 

上一年度 3,429,034.19 

12. 本年度利润 13,183,867.82 

上一年度 3,429,034.19 

13. 上一年度的结转利润 185,474.32 

上一年度 256,440.13 

14. 决算盈余 13,369,342.14 

上一年度 3,685,4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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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收益分配建议/决议 

关于收益分配，企业法尚无明确规定且该公司也未对收益使用作出任何决议。 

财务报表由董事会编制并签字，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附录。 

特劳恩，2018 年 5 月 30 日 

Astrid Grömer 硕士 Heike Resch 硕士 



  

19 / 24 Brainmark: 98290004-64  
 

关于公共会计师的一般委托条款（AAB 2018） 

最近一次由税务顾问和审计师协会董事会根

据 2018 年 4 月 18 日作出的决议推荐 

前言与概述 

（1）本条款项下的委托指的是关于公共会计

师代理人在提供其服务所需签署的协议（以及公

共会计师行业法 2017（WTBG 2017）第 2 条和

第 3 条项下规定的事实活动、合法交易以及法律

行为执行条件）。委托双方以下简称“被委托人”

及“委托人”。 

（2）本公共会计师行业一般委托条款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规定适用于委托人公司（即解约

保护法项下的委托方）为经营业务所需发布的委

托。如无特殊说明，本协议第 2 规定适用于委托

人保护法项下的消费交易（最新于 1979 年 3 月 8

日编制的法案/BGBI 第 140 号）。 

（3）如单一条款无效，须通过与该条款适用

条件相符的条件替换。 

第 1 部分 

1. 委托范围与执行 

（1）通常，订单范围须由委托人与被委托人

以书面形式达成约定。如无详细的书面委托协议

，那么在疑问条件下（2）——（4）适用： 

（2）对于税务咨询方服务，包括以下咨询活

动： 

a）拟定公司所得税和营业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以及由委托人提交或由被委托人编制的年度财

务报表以及其他用于报税的报表和证明如无特殊

说明，纳税申报所需的表格和证明由委托人提供

。 

b）上述 a）中声明决定审查。 

c）与税务局就 a）和 b）中所述声明和决定

进行交涉。 

d）参与公司业务审计并对业务收益中 a）所

述税项进行评估。 

e）关于 a）项所述税收执行上诉程序。 

如被委托人关于当前税务咨询收取一次性费

用，那么如无其他书面协议，则须对 d）和 e）中

所述活动单独收费。 

（3）如委托内容为一份或多份年度纳税申报

编制，那么委托不包括任何特殊会计条件审查，

以及是否提供已增值税福利政策信息，除非其为

明确委托内容。 

（4）在任何情况下，为获得 WTBG 2017 第

2 条和第 3 条项下的其他服务，均需进行单独委

托。 

（5）上述第（2）至（4）款内容不适用于专

家活动。 

（6）对于超出委托范围的服务、警告或声明

，被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7）为有效完成委托，被委托人有权安排己

方员工和其他执行辅助（分包商），并在执行委

托时可由授权人代理执行工作。本协议项下的员

工指的是定期或永久支持被委托人执行委托活动

的所有人员，无关其他法律规定。 

（8）在提供服务时，被委托人仅适用于奥地

利法律规定：仅在明确的书面协议条件下，相关

国外法律适用。 

（9）在被委托人提交书面或口头工作声明后

，如法律条件发生变化，那么其无义务向委托人

对该变化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进行通知。该条款

同样适用于已约定委托内容。 

（10）在服务提供时，委托人有义务向被委

托人提供相关信息。同时，被委托人须遵守相关

的数据保护和劳动法规定。 

（11）如被委托人以电子形式向有关部门提

供信息，那么在无特殊说明条件下，其仅作为信

息传递人，因此该信息并不代表其或委托人的意

愿或知识的声明。 

（12）在委托关系结束后一年内，委托人或

其关联公司不得雇佣被委托人己方负责执行委托

的员工；否则，其有义务向受雇员工支付一年的

薪水。 

2. 委托人的声明义务；完整声明 

（1）委托人须保证：在无特殊要求条件下，

可向被委托人根据约定期限并以适用格式提供委

托执行所需材料且会对委托执行产生重大影响的

所有事件和情况作出通知。其同样适用于以下被

委托人在执行过程中所需材料或所发生的事件和

情况。 

（2）被委托人有权查看由委托人提供的信息

及材料是否准确且完整，并以此执行委托行为。

在无单独的书面委托条件下，被委托人无义务指

出任何错误。其同样适用于发票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但如其发现错误，须通知客户。在经济处罚

程序中，其须保障委托人的权益。 

（3）委托人须以书面形式向被委托人确认提

交材料及测试、专家报告、意见信息和声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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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如在编制财务报表和其他报表时，委托

人未提醒被委托人存在巨大风险条件，那么在风

险发生时，被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赔偿义务。 

（5）除非书面规定，由委托人关于被委托人

提供服务的时间规划，仅作为参考条件适用，并

无约束力。其同样适用于任何报酬估算：报酬将

根据我方实际条件预估；委托人对此并无约束力

。 

（6）委托人须及时告知被委托人最新的联系

方式（特别是投递地址）。在公布最新的联系信

息前，被委托人将继续使用由委托人最新公布的

联系信息，尤其是最新使用的投递地址。 

3. 独立性保证 

（1）委托人有义务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证

被委托人工作独立性，且防止独立性危害情况发

生。其同样适用于雇佣申报、以及自行承担费用

进行报价或委托情况。 

（2）委托人已了解下述事实：个人相关数据

以及委托双方约定服务类型和范围（包括审查和

非审查服务）将在被委托人所属的任意网络中进

行处理，以检验是否存在偏见、排除理由或利益

冲突，且为实现上述目的，也会将上述信息传输

到国外的其他成员网络中。对此，根据数据保护

法以及WTBG 2017 第 80条第 4款第 2项规定，

委托人已明确免除被托人的保密责任。但，委托

人有权随时撤回该授权。 

4. 报告及通知 

（1）（被委托人编制报告）除非另有约定，

在审查后，被委托人须编制书面报告。 

（2）（通知委托人）对于委托执行相关的信

息、意见，包括被委托人、其员工和其他辅助人

员或代理人编制的报告（工作声明），仅在书面

形式下具有约束力。如以电子形式传输工作声明

，如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或类似的电子通信手段

（可重复使用的存储记忆设备，非口头信息或电

话通信），那么可视为书面形式；但其仅适用于

工作声明。如由于未经授权人员发布工作声明或

由于传输而造成相关风险，则由委托人承担相关

损失。 

（3）（通知委托人）委托人同意：被委托人

以未加密方式与委托人进行电子通信（如通过电

子邮件）。委托人声明，其已了解使用电子通信

方式所带来的相关风险（尤其是访问、保密、传

输过程中的信息变化）。对于使用电子通信设备

而造成的风险，被委托人、其员工或其他辅助人

员或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通知被委托人）如被委托人或其与员

工使用电子方式接受或传输信息，尤其是自动应

答系统、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通信方式，

无法保证信息安全。因此，除非另有规定，只有

在被委托人以物理方式（非远程或口头或电子方

式）接收到相关委托或重要信息，才视为已接收

。自动传输和阅读确认系统信息不适用。其同样

适用于超过期限的通知和其他信息传输。因此，

关键和主要通知须通过邮寄或快递的形式发送给

被委托人。将文件传输给办公室以外的员工，不

适用于上述传输规定。 

（5）（通用）除非在第 4（2）点中有所规

定，ABGB 第 886 条关于书面形式的规定适用。

经双方同意，高级电子签名（Art. 26 eIDAS-VO，

（EU）Nr. 910/2014）可满足 ABGB 第 886 条（

签名）的书面形式要求。 

（6）（广告信息）被委托人将通过电子方式

向委托人传输常规的税务和商业信息（如通过电

子邮件）。委托人已了解，其有权随时反对接收

该类直接广告信息。 

5. 被委托人知识产权保护 

（1）委托人须确保：由被委托人在委托执行

过程中编制的报告、意见书、组织方案、草案、

图纸、计算或类似文件，仅用于委托目的（如

1988 EStG 第 44 条第 3 款规定用途）。此外，如

委托人须将书面或口头工作声明转交给第三方，

须经过被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2）由被委托人编制的书面或口头声明，不

得用于广告目的；如违反该规定，则被委托人有

权立即终止尚未执行的委托内容。 

（3）对于其服务内容，被委托人保留其专利

权。如应用相关报告或文件，须经过被委托人的

书面同意。 

6. 缺陷排除 

（1）承包商有权并有义务纠正其书面或口头

工作说明中的错误和缺陷，并应立即通知客户。

其同样有权通知第三方关于原有工作声明的变更

情况。 

（2）委托人有权无偿更正由被委托人作出的

错误内容；自被委托人提供服务六个月后或其未

上交书面的工作声明，该权利即失效。 

（3）委托人有权纠正任何错误内容。此外，

如出现索赔情况，第 7 点规定适用。 

7. 责任 

（1）所有责任规定均适用于所有与订单执行

相关的争议，无论出于哪种法律条件。仅在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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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现重大过失条件下，被委托人须承担委托执

行（包括委托结束）相关的损失。ABGB 第 1298

条第 2 句规定不适用。 

（2）在重大过失条件下，被委托人的赔偿责

任最高不得超过适用版本 2017 公共会计师法（

WTBG 2017）第 11 条关于职业责任保险最低保

险金额的 10 倍。 

（3）对于个别损失情况，第 7（2）规定的

责任限制适用。个别损失情况包括违法责任规定

造成的全部后果，如未考虑到服务结束后一年或

连续几年后形成的损失情况。同时，多次采取相

同或类似错误行为，即视为违反责任行为，只要

该行为与法律和经济条件相关。但，即使多次违

反责任规定，其赔偿也限于单一损失情况。此外

，除了故意造成的损失情况下，对于利润损失及

其相关的损失情况，被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任何损失赔偿要求仅可在委托人或其受

益人了解赔偿情况后的 6 个月内，最迟自（主要

）损失发生至赔偿要求得到合理证明后 3 年内，

向法院提出，除非有法律规定其他的时效期限。 

（5）如在执行委托时，如多名人员参与或其

从事违反责任规定相关行为且未及时考虑到其他

参与人故意从事违反规定的相关行为，那么

UGB 第 275 条规定（根据事实情况）的适用。 

（6）在公布正式的审计附注条件下，诉讼时

限最迟自该时间点起。 

（7）如委托行为受第三方干预，如数据处理

公司，那么委托人有权向第三方执行根据法律或

协议规定的担保和损失赔偿要求。在不影响第 4.

（3）规定条件下，被委托人须对第三方选择问题

承担相关责任。 

（8）在该情况下，被委托人无权向第三方提

出损失赔偿要求。如果第三方以任何形式参与被

委托人的委托工作，那么须向委托人进行明确通

知。根据法律规定，如免责条款不适用或在例外

条件下被委托人承担第三方的相关赔偿责任，那

么该责任限制条款也适用于第三方。在任何情况

下，第三方均不得提出超出委托人任意权利要求

范围的赔偿要求。最高赔偿金额将一次性付给所

有受害人，包括委托人自身，即使损失赔偿情况

涉及多名人员（委托人、第三方或多名第三方）

；受害人索赔要求将在获得赔偿金后失效。在被

委托人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向第三方发布工作

声明后，委托人将视为赔偿要求进程结束。 

（9）第 7 点规定也适用于以下索赔要求，即

根据委托协议，委托人拥有的第三方（被委托人

的执行和辅助单位）和被委托人代理人的索赔要

求。 

8. 保密义务，数据保护 

（1）根据 WTBG 2017 第 80 条，被委托人

有义务对委托活动相关事项进行保密，除非委托

人免除其保密责任或该义务与法定声明义务相悖

。 

（2）如相关信息用于被委托人提出索赔权利

（特别是收费索赔）或保障相关方对于被委托人

的权利要求（特别是委托人权利要求或第三方对

于被委托人的权利要求），那么将免除被委托人

的保密责任。 

（3）对于委托活动的相关报告、专家意见、

书面工作声明，仅在委托人同意条件下，才可转

交给第三方，除非另有法律规定。 

（4）根据数据保护通用条例（DSGVO），

被委托人为数据保护负责人，即须保证委托相关

个人信息的安全。因此，被委托人有权在委托范

围内对相关个人信息进行处理。通常，在委托服

务完成后，被委托人获得的材料（纸质或电子载

体存储）须返还给委托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或

经单独约定由被委托人保留或销毁。被委托人有

权保留其副本，其出于常规的服务记录或根据法

律规定或行业惯例需要。 

（5）如被委托人协助委托人向相关方履行其

作为数据保护责任人的责任，那么由此产生的相

关费用由委托人承担。其同样适用于委托协议履

行而产生的通知费用，该通知由委托人在免除保

密责任后向第三方发布。 

9.委托取消或解除（终止） 

（1）关于委托终止声明，须以书面形式完成

（参见第 4（4）和（5）点）。 现有授权将随着

委托终止而失效。 

（2）除非另有书面约定或法律规定，合同双

方可随时终止合同，且立即生效。关于费用赔偿

，第 11 点规定适用。 

（3）除非另有规定且如无正当理由，长期委

托（临时或永久委托，但不限于单次或多次服务

提供，即使收取一次性费用）的有效期为三个月

（结束期限）。 

（4）除非下文另有规定，在长期委托协议终

止后，被委托人仍须完成在结束期限（通常）内

可达成的委托任务（剩余委托内容），只要该条

件在结束期限开始的一个月内已根据第 4（2）点

规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委托人。在委托人及时提供

必要材料或非出于重大原因条件下，被委托人须

在结束期限内完成剩余委托内容。 

（5）在长期委托条件下，如被委托人须编制

2 个以上同类且仅每年一次须完成的报表（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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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纳税申报表等），那么在委托人明确批准

条件下，超出 2 个报表以外的工作将计入剩余委

托内容。在该条件下，如必要，须根据第 9（4）

规定向委托人作出明确说明。 

10. 在委托人接受服务延迟或忽视合作及其他法

律障碍条件下的委托终止 

（1）如委托人延迟接受服务或忽视第 2 点规

定的或其他合作规定，那么被委托人有权无期限

终止委托协议。其同样适用于以下情况：委托人

要求执行（或部分执行）委托内容，但根据被委

托人意见，该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常规的行业

惯例。其费用索赔权利，参见第 11 点规定。如

委托人单方接受服务延迟或忽视合作，且被委托

人不行使其解约权利，那么其有权要求委托人赔

偿额外产生得到费用以及损失。 

（2）在执行委托时，如簿记管理、个人信息

处理或税款结算时，如经证明委托人两次未履行

第 2（1）的合作义务，那么被委托人有权根据 10

（1）提出无限期解约。 

11. 报酬索赔权利 

（1）如委托无法继续执行（如委托取消或解

约），那么在下列条件下被委托人有权要求获得

约定报酬（费用）：其已根据协议规定提供服务

且因委托人责任造成解约情况，且其被委托人的

共同疏忽情况不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被委托

人及其雇员可要求对其服务提供报酬。 

（2）在长期委托协议终止后，被委托人可获

得剩余委托任务的约定费用，只要其全部完成或

出于委托人一方责任而有所遗留（参见第 11（1

）点）。如必要，已约定的一次性报酬可分期付

款。 

（3）如委托人未配合被委托人编制相关报表

，那么被委托人有权设置一定的期限，即在该期

限结束后委托人未采取弥补行为，视为协议自动

解除；此外，第 11（1）点规定适用。 

（4） 如委托人未遵守第 9（3）规定的终止

期限，以及由被委托人根据第 10（2）点解除委

托协议，那么被委托人有权要求获得三个月的报

酬作为补偿。 

12. 报酬 

（1）除非有明确规定无偿条件，否则在任何

情况下，被委托人可根据 ABGB 第 1004 条和第

1152 条获得相应的报酬。关于报酬金额和支付

方式，由双方协商约定。如经证明，双方未达成

其他协议，那么支付方式以委托人常用的方式为

准。 

（2）服务费用支付最小单位为十五分钟。 

（3）同时，旅行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计

费。 

（4）根据被委托人需求，如在自有办公室进

行文件处理，须单独收费。 

（5）如由于后续发生的特殊情况或出于委托

方的特殊要求而导致约定报酬不足，那么被委托

人须向委托方声明该情况并约定合适的报酬（包

括一次性报酬支付情况）。 

（6）被委托人将另行收取额外费用以及增值

税。作为示例，不包括如下（7）至（9）的费用

： 

（7）待收取额外费用包括：经证明或一次性

现金支出、差旅费（如乘坐火车，为 1 等座费用

）、饮食、里程津贴、打印费用及类似的费用。 

（8）对于特殊责任保险要求，额外费用也包

括相关保险费（包括保险税）。 

（9）此外，还包括报告、专家意见编写等人

力和材料费用。 

（10）对于须多名被委托人完成的委托任务

，则根据不同委托内容收取相应费用。 

（11）除非另有约定，委托人须在书面声明

生效后立即支付报酬以及预付款。如在 14 日内

未完成支付，那么将计入违约利息。根据双方委

托业务条件，UGB第 456条第 1句和第 2句规定

违约利息适用。 

（12）诉讼时效期限以 ABGB 第 1486 条规

定为准且自服务结束时开始或适当延期的账目报

告之后开始。 

（13）关于发票，委托人可在收到发票的 4

周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否则，视为该发票有

效。在任何情况下，发票记入账目即视为确认有

效。 

（14）根据 UGB 当地 351 条规定，ABGB

第 934 条规定无效，该条件是企业家缩减一半以

上的企业的异议所在。 

（15）如在协议中约定通过一次性报酬支付

簿记管理、人事信息处理或税款计算等委托任务

，那么如无其他书面规定须对代理活动进行单独

收费，如所有形式的税收和法律款项的测试，包

括税款计算或其他款项基础、报告编制、上诉等

行为进行对比。除非另有书面规定，报酬以一年

计。 

（16）其他与第 12（15）中所述活动相关的

各项问题，尤其是关于前强制保险原则的规定，

须通过达成特殊委托协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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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被委托人可要求适当的预付款并通过

该款项制定（预先）委托活动方案。对于长期委

托，在支付以往的服务款项前（以及第 1 句规定

的预付款），被委托人有权停止继续提供其他服

务。在提供部分方服务或支付部分报酬条件下，

该规定同样适用。 

（18）除了明显的重大损失外，委托人不得

以工作投诉为由部分拒绝支付第 12 点规定的报

酬、费用、成本和预付款（津贴）。 

（19）如通过第 12 点规定报酬抵消被委托人

的应付账款，那么应付账款须将具备无争议或法

律允许的条件。 

13. 其他 

（1）关于第 12（17）点规定，合法的保留

权同样适用（ABGB 第 471 条，UGB 第 369 条）

；如错误行使保留权，那么被委托人通常须根据

第 7 点规定承担最高金额为未决应付金额的责任

。 

（2）委托人无权递交被委托人在委托执行过

程中编制的工作文件和类似材料。如使用电子簿

记系统执行委托任务，被委托人有权在向委托人

或其代理审计人员以结构化、通用和机器可读的

格式完全转交其在委托执行过程中编制的材料后

立即删除该信息，对于该信息委托人须承担保留

责任。对于以结构化、通用和机器可读的格式进

行数据传输，被委托人有权要求收取报酬（第 12

点规定适用）。如由于特殊原因导致无法以结构

化、通用和机器可读的格式进行数据传输，那么

可以纸质打印的方式传输。但在这种条件下，不

得收费。 

（3）根据委托人要求且在付费条件下，被委

托人须提交其在委托执行过程中所获信息和材料

。但该规定并不适用于被委托人与其委托人之前

的通信文件，以及委托人所持有原版的文件和根

据防洗钱法适用法律规定具有保留义务的文件。

被委托人可保留其向委托人归还材料的副本或影

印文件。如该材料已转发过一次至委托人，那么

被委托人有权要求收取后续转发的报酬（第 12 点

规定适用）。 

（4）在服务工作完成后 3 个月内，委托人须

接收被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如委托人未接收该材

料，那么在两次明确通知无果后，被委托人有权

自费撤销转交材料或另外收取委托人报酬（第 12

点规定适用）。如委托人承担费用，相关材料可

由第三方进行保存。此外，被委托人不承担材料

损坏、丢失或销毁责任。 

（5）在委托人同意条件下，被委托人有权以

存款、现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流动资产抵消赔偿

金。 

（6）为确保现有或可能发生的索赔权利，被

委托人有权将其将委托人税务结余款项或其他税

收款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中。在该条件下，如成功

转移，须通知委托人。然后，在委托人同意或强

制执行索赔权利条件下，可对该款项进行征收。 

14. 适用法律、履约地点、仲裁法庭 

（1）对于委托、其执行条件以及相关权利要

求，仅适用于奥地利法律，但国家引用法除外。 

（2）履约地点为被委托人的营业地点。 

（3）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履约地点的主管法

院为仲裁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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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5. 消费交易的补充规定 

（1）对于商业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达成的协

议，消费者保护法的强制性规定适用。 

（2）仅在故意或严重过失条件下，被委托人

须承担相关义务。 

（3）在出现重大过失条件下，被委托人的赔

偿义务不作限制，而第 7 点第 2 项的限制规定不

适用。 

（4）第 6 点第 2 项（缺陷弥补权利期限）以

及第 7 点第 4 项（损失赔偿要求在指定期限内生

效）规定，不适用。 

（5）KSchG 第 3 条规定的撤销权： 

如在委托人（委托人）未在被委托人永久使

用的办公室内提交合同声明，那么其可撤销合同

申请或合同。该撤销情况可在合同签署前或在其

一周内进行声明；该期限开始于向委托方提供被

委托人姓名、地址以及撤销权执行通知，但最早

于合同生效的时间点。在下列条件下，委托方无

撤销权： 

1. 如其自行与被委托人或其代理人签署协议

达成业务关系， 

2. 合同在无双方或其代理人进行商讨条件下

生效或， 

3. 双方之间的服务协议由被委托人在其办公

室以外的地方的签署且约定报酬不超过 15 欧元

。 

撤销申请须以书面形式完成。如委托人将包

含合同声明或被委托人以确认附注标记的文件返

还，即视为撤销完成，同时通过该确认附注可识

别：委托人拒绝合同生效或保留。撤销声明须在

一周之内发出。 

如委托人根据KSchG第3条撤销合同，那么： 

1. 被委托人须对其所有接收服务承担赔偿，

包括自接收之日起经委托人撤销以及其他必要支

出的法定利息， 

2. 委托人须对被委托人提供服务进行评估并

支付报酬，只要委托人已向被委托人证明该评估

方式有效。 

对于损失赔偿权利，KSchG第 4条第 3款规

定适用。 

（6）KSchG 第 5 条规定的成本估算： 

对于被委托人根据 ABGB 1170a 规定编制的

成本估算表，委托人须支付报酬，只要委托人事

先已提出该支付义务。 

如被委托人根据协议内容进行成本估算，那

么如无明确异议，即视为该估算有效。 

（7）缺陷排除：补充第 6 点： 

根据ABGB第 932条，如被委托人有义务改

进其服务或弥补缺陷，那么其须在服务交付地点

履行该义务。如委托人认为被委托人传输文件和

材料的方式可行，那么委托人将承担该传输方式

的风险和成本。 

（8）仲裁法庭：替代第 14（3）规定，以下

内容适用： 

如委托人在国内拥有住所或常用居住地或其

在国内工作，那么依据 JN 第 88、89、93 条第 2

款以及第 104 条规定对其执行的诉讼将在其住所

或常用居住地或工作所在地管辖法院解决。 

（9）经常性服务合同： 

（a）对于保证被委托人提供服务以及委托人

须重复付款且以无限期或一年以上期限达成的协

议，委托方可在一年期结束后的两个月期限内（

此后每半年）提出解除。 

（b）如被委托人提供服务为不可分割的服务

整体，其范围和价格均在合同签订时规定，那么

第一次解约期限可延长至第二年。对于此类合同

，解约期限最多可延长 6 个月。 

（c）如被委托人在执行 a）点所述合同内容

时需要承担重大费用支出且其最迟在协议签订时

告知委托人，那么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a）

和 b）中规定的解约期限。 

（d）如委托人未根据规定期限提出解约，那

么该行为将在解约期限结束后的下一个终止日期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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