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家事务所进行业务检查，占全市 57 家事务所总数的

33 % ，共检查了703 份业务档案，占各事务所业务总量的

13.03% ，并对所有被检查的事务所下达了《检查意见书》。

撤销了万达、司达2 家会计师事务所，对7 名注册会计师给

予暂停执业处分。2000 年，天津市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14 236项审计业务报告中，保留意见报告2 317项，否定意

见报告27 项，拒绝表示意见 49 项，这些保留、否定、拒绝

表示意见的出具，说明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有了明显提高。

二、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组织管

理工作

（一）完成换发注册会计师证书和事务所执业证书工

作。依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天津市对完成脱钩改制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重新申报换取执业证书工作。到 2000 年 5

月，58家会计师事务所、770 名注册会计师的制证和换证工

作全部完成。此外，还审批注册了 125 人为执业注册会计

师，144人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并为 62 名注册会计师办

理了转所手续。

（二）制定和完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为加强

对改制后事务所的组织管理，探索新形势下行业发展模式，

天津市制定了《注册会计师转所管理的暂行规定》、《会计师

事务所座落地外设业务部或办理处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天

津市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资金变更、出资人变更审批

管理暂行规定》等。2000 年，全市共审批了3 个事务所的 7

个业务部，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事务所的执业。

三、做好注册会计师考试和培训工作

（一）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2000 年，天津市报考注册

会计师的人数达10 576人。考试结果：会计合格 317 人，审

计合格200人，财务成本管理合格 420 人，经济法合格 471

人，税法合格294 人。到 2000 年，全市注册会计师考试累

计全科合格人数已达1 033人。此外，天津市共有 100 名注

册会计师报名参加 2000 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考试，11 人通过了考试。

（二）当好桥梁，做好服务。天津市于2000 年年初召开

了第五届注册会计师人才交流会，有 40 家会计师事务所，

近200 名应聘人员参加了交流会。这次交流会是注册会计师

行业脱钩改制后的第一次，受到了事务所和应聘人员的一致

欢迎。

（三）做好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工作。2000 年 4

月，天津市召开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指导委员会会议，通过

了天津市 2000 年度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计划。2000

年，天津市先后举办了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培训班 6 期，

其中，还特邀美国专家就中国加入 W TO 后对我国会计市场

的影响作了专题讲座。据统计，共有 839 人参加了培训，占

执业注册会计师总数的 98% 。

四、做好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

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

会中介机构的通知》精神，天津市成立了清理整顿经济鉴证

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清整办）。清整

办针对各类经济鉴证社会中介机构的情况，设计了调查表，

对全市 11 个行业上报的调查表进行梳理、汇总，及时向市

政府和国务院清整办上报了全市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

介机构工作的进展情况，保证了全市清整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加强信息化工程建设，提高工作质量和工

作效率

天津市在 2000 年实现了注册会计师协会办公网络建设，

开通了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注协之间的中继线专线。

六、完成注册、评估协会的合并

2000 年 12 月，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与市资产评估协

会合并，做到了一个协会、一套班子，一套机构、两种资

格，两个行业、统一管理的要求，妥善安排了人员，职能完

全到位。合并后的办事机构工作秩序正常运转，为规范经济

鉴证类社会中介服务性行业带了好头。

（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陈晓红执笔）

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工作

2000 年，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

“巩固一个成果，做到五个加强，完成一项整顿”的全年奋

斗目标，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各项工作取得全面进展。

一、巩固“一个成果”即巩固和深化事务所体

制改革工作成果

（一）做好事务所检查验收工作，确保脱钩改制工作质

量。为确保事务所脱钩改制工作质量，2000 年 2 月中旬至4

月底，省注协本着严格把关、不走过场、确保质量的原则，

组成 6 个检查验收小组，历时两个半月，对全省中心城市全

部 77 家事务所和35% 的县（市）级事务所脱钩改制情况进

行了全面检查验收，撤销、终止事务所 19 家，停业整顿 18

家，对 6 家事务所发出限期整改通知。清理出兼职、挂名的

注册会计师76 名。同时，针对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期间

及改制初期暴露出的矛盾与问题，省注协积极做好分析、协

调与处理工作。一年来，接待事务所来人来访 150 余人次，

处理各类人民来信 120 余封，并对存在问题较多的 10 余家

事务所进行了实地走访和现场办公，帮助协调处理改制遗留

问题，规范内部管理。

（二）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事务所上规模、上水平。一

年来，先后转、印发了一系列事务所上规模、上水平文件，

并结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和金融企业审计政策的颁布实

施，适时召开了事务所上规模、上水平工作座谈会。到

2000 年底，全省已有 11 家事务所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实现

了强强联合、中强联合。另有几家事务所已达成合并意向。

（三）完善注册审批制度，加强会员管理。根据财政部

《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和《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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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办法》，省注协印发了《会计师事务所预备注册人员执业

经历登记管理办法》和《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表》，并本着

实事求是、严格把关的原则，全年审批注册会计师 170 名，

非执业会员 79 名。并将全省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以及

一般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全部输入微机管理程序，为下一步

进行网络管理做好了准备。

（四）积极做好人事代理工作。首先，省注协人事代理

部对代管的 27 家事务所（公司）的 450 份人事档案，全部

签订了《档案代理管理合同书》，并把全部存档人员的工资、

调入调出时间、政治面貌、年度考核情况等基本数据录入微

机管理，实现了人事代理规范化。其次，结合国家有关政

策，对全部存档人员的工资进行了调整，办理了存档人员的

各种资格资质的考试报名工作以及职称评定、2000 年度养

老保险等手续。第三，为加强党的领导，省注协党总支在搞

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石家庄辖区会计师事务所批准成立

了8 个基层党支部，收到、转移党员关系116 人。在 8 月召

开的省注协党总支全体党员大会上，增选了总支委员，进一

步完善了党的组织机构。

二、做好“五个加强”工作

（一）加强业务质量和职业道德的监督检查工作，加大

处罚力度，严惩造假行为。一是省注协调整监管思路，坚持

帮助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工作方针，积极做好常规及专项检

查工作。一年来，省注协组织力量会同省工商局对全省 13

家事务所的 140 份验资报告进行了验资业务专项检查，规范

了验资行为。对1999 年 100 户国有企业年报审计质量进行

了逐户调查、核实，并对核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汇总。全年共

对 20 家违规事务所和 9 名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和暂停执业

处罚，举行了行业内第二例行政处罚听证会；二是省注协积

极协调与政府各监管部门关系，采取联手监管方式，加强了

监管体系建设。为改善行业执业环境，年初以来，省注协以

财政厅名义先后发文纠正了省工商局、石家庄市财政局等部

门干预、指定业务的违规行为；三是省注协加强监管基础工

作，建立和完善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备制度，并对中心城

市事务所 1999 年度业务报备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为下一

步的业务检查提供了基础性数据。另外，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省注协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

评价体系，为业务监管工作提供科学的、可行操作的量化指

标；四是省注协加强了业务监管的理论研究工作，结合百户

企业审计质量核查的分析汇总结果，会同厅内有关处室，对

提高国有企业审计质量提出了大型企业实行先审后报制等可

行性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为提高审计质量，省注协组

织力量编制了《审计业务工作底稿编制实务》及其说明，在

事务所实际执业中使用效果良好。

（二）加强考试培训工作，全面提高行业整体素质。在

培训工作方面，一年来，共组织各类培训班、研讨班 13 期，

其中举办会计师事务所发起人培训班2 期，审计工作底稿与

实务编制培训班2 期，其他注册会计师年度后续教育培训班

7 期，资产评估培训班2 期。另外，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出国

或出省考察学习3 期。全年共有1 700多名注册会计师和370

多名注册资产评估师接受了培训。另外，省注册会计师代表

队在全省会计知识竞赛中取得省直第一的优异成绩。与此同

时，省注协注意加强培训基础工作，充实培训教材。2000

年组织修订了《基建工程预算、结算、决算审核实务》和

《审计案例》等后续教育教材。

在考试工作方面，完成了 200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

一考试河北省考区的组织工作。全省考试报名人数为 2.26

万人，41 461人科。单科合格率分别为：会计 10.21 % ，审

计 19.69% ，财务管理 20.83 % ，经济法 19.59% ，税法

14.46% 。另外，还组织完成了2000 年度全国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考试，报名223 人，18人通过。

（三）加强理论研究与舆论宣传工作，努力提高注册会

计师的社会声誉。2000 年申报并完成了中注协招标课题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相继对注册会计师业务

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国有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等课题进行

了调研；为加强行业宣传力度，省注协利用自身会刊、信息

专报，借助电视台、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对行业进行了

大量及时的宣传报道。依托《河北财会》编辑部，对会刊

《河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改版和完善，增加到 64 个页码，

增大了信息量，使之更加贴紧行业中心工作；全年共印发信

息专报10 期；接受电视台采访 2 次，省经济广播电台专访

2 次，在各类报纸、杂志发布新闻信息 15 篇。

（四）加强网络信息建设，提高协会网站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改版了协会网站主页，增设了内部论坛，增加了会员入

口，研究开发了“师所管理”、“法规信息管理”以及历届考

试管理数据库，方便了社会各界的网上查询；二是成功进行

了中注协和省注协局域网互联的网线测试工作，成为全国首

家和中注协开通局域网的地方协会；三是为提高工作效率和

管理能力，注协指导和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全部上网，并统一

设置了以协会网站域名为后缀的电子信箱，基本实现了协会

与各事务所网上信息的快捷沟通。

（五）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一是解

决秘书处定岗定责问题。根据财政厅党组的指示，进一步明

确了协会领导的岗位分工和各自责任，明确了每位员工的岗

位分工和人员责任，真正做到了奖罚分明，调动了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二是加强内部规章制度建设，重新修订了《工作

规则》和《公文运行程序》，起草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

和《行政管理若干规定》；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和业务知识学

习。把每周四和周五下午定为全体员工开展政治和业务知识

学习的法定时间，努力提高全体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积极

开展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讲教育回头看”以

及“三个代表”学习活动，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以及警示教

育活动；四是增强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技能学习，积极开展计

算机以及外语技能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管理能

力和业务水平。

三、基本完成了“一项整顿”，即全省经济鉴证

类社会中介机构的清理整顿工作

根据国务院领导和省政府的有关指示精神，河北省于 5

月 17 日成立了清理整顿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推动全省中

介机构的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工作。省清整办设在省注协，

具体负责清理整顿的具体推动事宜。首先明确了工作思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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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确定了清理整顿分三步走的工作步骤。在此基础上，

为使全省清理整顿工作不留死角，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和下发

基本情况调查表以及召开调度会等形式，摸清了各中介行业

的基本情况，对各中介行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掌握总体工作量和工作重点；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关于

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 [2000] 51 号）文件精神，于 9 月 12 日召开

了河北省清理整顿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对全省清理整顿和

脱钩改制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审议通过了《河北省清理整

顿工作方案》和《河北省落实国办发 [2000] 51 号文件的

贯彻意见》，要求各部门积极协调配合，严格把关，确保时

间进度和工作质量。会后，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我省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的通知》，对脱钩改

制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能部门的责任以及检查验收的时限要

求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为做好检查验收工作，省清整办还

制发了《河北省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脱钩改制验收办

法》，并根据验收办法，对已完成脱钩改制的中介机构，按

行业，分区域进行了重点抽查，确保工作质量。同时省注协

积极协调与省工商、物价与财政等综合部门的关系，及时转

发了国务院清整办和国家工商局《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

机构脱钩改制中登记注册有关问题的通知》，结合河北省实

际提出三条补充意见，明确各中介行业业务范围的标准语言

表述，做到严格把关，及时办理有关登记注册和换发新的收

费许可证手续。

1 年来，全省共印发清理整顿文件 20 余份，清理整顿

工作简报15 期，接受电视台专访 1 次，有关新闻媒体相关

报道10余次。到2000 年底，全省注册会计师、汪册资产评

估师、注册税务师以及乡镇企业资产评估行业已全部完成脱

钩改制工作；造价工程师、律师以及商标代理行业已基本完

成脱钩改制材料的上报审批工作，土地估价师行业、价格鉴

证行业、专利代理行业以及农村集体资产评估行业的清理整

顿和脱钩改制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另外，根据国务院

有关文件精神，河北省率先实现了注册会计师协会与注册资

产评估师协会的合并工作，与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和省乡

镇企业资产评估行业的合并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王书江执笔）

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工作

2000 年，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圆满完成了会计师

（审计）事务所的脱钩改制、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业

务监督检查、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行业财务管理等主要工

作目标，同时“三会”联合、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

机构工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一、完成脱钩改制工作

根据财政部文件精神，针对山西省实际情况，省财政厅

制定具体详尽的实施办法，圆满完成了脱钩改制工作。到

2000 年底，全省原有 248 家会计师（审计）事务所，已完

成脱钩改制的事务所 220 家，被撤销 23 家，兼并 2 家，合

并 6 家事务所为 3 家比较大的事务所，并且顺利通过了中注

协的验收检查。9 月，对改制后的 224 家事务所颁发了执业

证书，对1 934名注册会计师换发了执业证书，并统一刻制

了带有防伪技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印章，为下一步利用微机

联网建立注册会计师个人资料库打下了基础，也为净化注册

会计师执业环境奠定了基础。

二、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

（一）成立了以常务副省长薛军为组长、14 个委、办、

厅、局负责人为成员的山西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

机构领导组。省清理整顿办公室设在山西省注协，专人负责

日常事务的管理。及时转发了国务院清整办的所有文件，制

定全省清理整顿方案，明确了清理整顿的范围、步骤和时间

要求，并针对清理整顿工作进展中存在的问题，先后召开了

3 次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组会议，增强了

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紧迫性和工作主动性。

（二）利用清整办简报的形式，向有关各部门通报了各

类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的动态，交流好的经验作法。如司法厅

与各地市司法局签订脱钩改制责任状的作法等，起到了很好

的启 示和推动作用。还利用社会新闻媒介，如《山西日报》、

《山西经济日报》刊登省财政厅领导的答记者问、新闻采访

等文章，2 次利用山西电视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及时报道

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的进展情况，使社会各界对清理整顿社会

中介机构的意义、目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赢得了支持。

（三）组织专人先后深入省司法厅、省乡镇企业局等部

门进行调查、摸底、督促、指导，同时召开了7 次座谈汇报

会，掌握动态，摸清情况，为领导组指导工作提供了依据。

到 12 月底，全省共有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 14 大类

2 627个，从业人员 27 万人，其中，具有各种执业资格的人

员6 557名，应脱钩改制的中介机构 906 个，已完成脱钩改

制的608个，正进行脱钩改制的192 个，撤销106个。

（四）制定了清理整顿、脱钩改制验收标准，抽出专人

组成验收组，对前期脱钩改制完成的资产评估、税务等事务

所进行抽查验收，为国家统一验收做好准备。

三、促使事务所上规模、上档次

针对山西省注册会计师执业人员少、事务所多规模小的

不合理现状，省注协从政策上引导事务所之间相互合并，制

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暂行办法》、《会计师事务所金融

相关审计资格暂行办法》等；在审批 2000 年度国有大中型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时，以注册会计师人数和业务收

入为标准，一改过去以注册会计师人数和注册资本多少为标

准的作法；利用《山西注册会计师通讯》适时报道省内、省

外事务所互相合并、上规模、上档次、快速发展的范例，多

方面宣传、鼓励、引导事务所之间的合并。

2000 年，山西中元会计师事务所与山西晋元会计师事

务所率先合并为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22 人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注册会计师人数达到 60 多人，成为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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