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工作

2000 年，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伴随着改革发展的主

旋律，在财政部、中注协、厅党组的领导下，在全行业的共同努

力下，紧紧围绕年初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确定的工作目标，周密

安排，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一、事务所脱钩改制全面完成，新体制运行初

见成效

按照财政部、中注协统一部署，根据注册会计师独立、

客观、公证的执业要求，黑龙江省从 1998 年开始，对各单

位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体制改革，实行事务所与挂靠

单位在人员、职能、财务、名称等四个方面全面脱钩。到

2000 年 4月底，历时两年，事务所已全部完成脱钩改制工

作，全省已经批准脱钩改制的事务所由原来的 256 家变为

196 家，撤并60 家，省财政厅分别于2000 年初和10 月份对

已经批复的 196 家会计师事务所和1 992名注册会计师进行

了公告，脱钩改制后各县绝大部分由原来的 2 至 3 个事务所

合并为一个所，人员更趋优化，结构更趋紧凑，布局更趋合

理，基本形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监督辐

射网络，事务所体制改革对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事

务所焕发了新的朝气，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和后劲。据统

计2000 年全省事务所业务收入达到9 050万，超过 1999 年

近3 000万，实现开门红。

二、加大了行业组织结构、规模结构的调整

力度

2000 年，按照财政部、中注协的部署以及财政部关于

事务所联合、建立分所的文件精神，结合黑龙江省实际，经

过积极努力工作，先后促成了省内最大的 5 家事务所（龙

源、三江、兴业、祥源、中盛）和北京永拓、中京富、利安

达等事务所的联合，在省内先后促成了齐齐哈尔龙齐、鹤

城、黑龙江益龙、北方、宏昱、丰利、牡丹江星源、中兴、

兰西正达、黑龙江中天、创业、哈尔滨恒信、新世纪等 18

家事务所的联合，合并为7 家。从联合后的运行情况看，随

着事务所规模的扩大，注册资本金、人员、年业务收入等都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员素质得到提高，审计成本得

以降低，业务范围也进一步拓宽，不仅增强了事务所的竞争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促进了事务所内部管理的加强和执业

质量的提高。这些所的联合为下一步整个行业组织结构和规

模结构的调整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子。同时，按照财政部

和中国人民银行扩大资质的要求，及时召开会议，为事务所

的联合发展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对具备条件和基本具备条

件的 10 家会计师事务所积极上报，已有 9 家得到财政部和

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可以从事金融审计业务，为黑龙江省

会计师事务所拓展省内银行业务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三、以制止行业作假为重点. 加大了事务所执

业质量的监管力度

事务所脱钩改制后，已经全部成为以注册会计师为投资

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社会中介机构。由于多种原因，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时有发生，以至前几年进行

的验资、审计、评估等业务发生的法律诉讼案件呈上升趋

势，注册会计师行业治乱打假已刻不容缓。2000 年，根据

中注协部署，对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以执业质量为主要

内容的大检查，省注协在事务所自查和各级协会检查的基础

上，抽调19 人分成若干小组重点对哈市及有举报的事务所

进行抽查。同时结合注册会计师公告，对在执业质量、办所

条件等方面存在问题的 48 家事务所进行了通报批评和限期

整改，通过检查，对会计师事务所触动很大，不少事务所针

对问题制定措施和整改方案，使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法律意识有所加强，执业质量进一步

提高。

四、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显著. 为事务所发展

输送和储备了人才

2000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是自1992 年恢复考试制度以来

第九届考试，全省共有22 973人报考。比 1999 年17 513人

增加了5 280人，创历史新高。报名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

广、报考层次之高、社会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这充分说

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其自身作用

与价值的体现，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公认。为抓

好 2000 年的考试工作，省注协在考试报名条件和报名组织

工作系统以及培训辅导等方面做了重大改革，应用了 IC 卡

考试报名软件系统，同意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报考，对授课

老师根据及格率予以奖罚等措施，这些措施对报名人数和考

试成绩都有所推动，全科合格人数 9 人，单科合格人数为

3 653人。到 2000 年底，全省累计共有 12 万人报考，有

14 000多人单科合格，有1 300多人全科合格。这些成绩的

取得与考试制度改革是分不开的。

五、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清理整顿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果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

机构的通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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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黑龙江省在全省

范围内大力开展了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清理整顿工作，

一年来，在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省注协按照“统一组

织、分工负责”的原则，深入细致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到

2000 年底，这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据统计，黑龙江

省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共有2 520家，分布在 13 个行

业，按政策规定，应进行脱钩改制的为1 947家，已有1 474

家按规定完成了脱钩改制，占应脱钩改制中介机构的

75.5 % 。同时，按照国家的要求，黑龙江省对注册会计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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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注册评估师行业、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基本情况、人员、

编制、工作、经费等都做了调研，并初步形成了合并方案和

内设机构职能意见，为三会实行合并打下基础做好准备。

六、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向高质量迈进

注册会计师接受职业后续教育，是提高专业能力与执业

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注册会计师行业造就一支业务过硬、

素质合格队伍的有效途径。2000 年，黑龙江省结合全省执

业队伍的现状，按照“高质量、高效率”的培训思路，先后

聘请国内外专家举办了 6 期培训班，就现金流量表、第三批

独立审计准则、新法规制度、事务所内部管理等内容对注册

会计师进行了适时培训，同时，还组织安排近百名业务骨干

到中注协接受培训，全年培训注册会计师1 000多人，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广大注册会计师的欢迎和好评。

（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张丽萍执笔）

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工作

2000 年，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工作按照财政部、中注协

的部署，巩固改制成果，优化行业结构，积极争取提高资

质，引导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参加 CPA 全国统考的上海

考生各科考试总人数为35 843人次。按照计划组织了 16 个

专题共35期培训班，CPA 参加后续教育的有8 198人次，完

成11 万多课时。以制止行业作假为重点，从以往的“帮助

教育为主”转变到“以查假、打假为中心，实行惩处和教育

相结合”，以强化行业监管。根据行业特点，采取国际同行

的普遍做法，积极支持事务所参加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

险。在全行业建立了协会的电子信箱，并制定了有关制度。

在中注协的支持下，按照信息网络工程建设的要求，完成了

协会局域网的安装工作。

一、巩固改制成果，促进事务所健康发展

2000 年上海市事务所完成脱钩改制工作后，协会把巩

固改制成果作为大事来抓。不少事务所锐钩改制后，基础不

扎实。由于领导班子由新人员组成，领导层的工作经验不

足，有的领导成员素质不高，加上事务所建立健全新的法人

治理机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有些事务所出现了这

样那样的问题。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不仅会使注册会计师

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

素。为了巩固事务所改制成果，市注协采取各种方式，慎

重、稳妥解决脱钩改制后的遗留问题以及新产生的矛盾，并

把这作为促进事务所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坚持做

好细致的思想工作。二是尊重事务所的自律机制，坚持按章

程办事。三是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依法办

事。推动事务所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严格按《公司法》和事务所章程规定的民主程序治

所管人，促进事务所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优化行业结构

为扩大全市事务所在银行金融相关审计业务的市场份额

和规模实力，协会积极帮助有关事务所重新整合，在业内进

行强强联合，并协调有关部门，从而使符合从事银行金融相

关审计条件的事务所从 6 家增加到 9 家。通过结构调整，重

新组合，使全市具备证券资格事务所和从事银行金融相关审

计业务的事务所数量有了增加，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如具备

证券资格事务所全国共有39 家，而上海市就有8 家。

鼓励全市事务所走出去，努力争取“壳”资源，实行跨

省市的重组改造。利用全国部分从事有关证券资格事务所难

以达标的机会，上海市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汶汇会计师事务

所同江苏省有关事务所的联合，提升了从事证券业务资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原是上海市大型的

事务所，经过促进，进行强强联合成立了立信长江会计师事

务所，职工近300 人，注册会计师151 人，2000 年业务收

入5 500万元，成为全国大所之一。

三、考试和后续教育

2000 年上海市参加CPA 统一考试报名人数为29 003名，

比上年27 440名增长 5.7% ，是历年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考试全市全科合格有25 人，单科合格有5 643人。平均

合格率23.01% ，为全国第一。另外还有60 家事务所的 514

名CPA 报名参加证券、期货执业资格的考试。这次证券、

期货执业资格考试全国合格人数 628 人，上海市合格人数

62 人，名列前茅。

为提高培训质量，根据以往考前培训的情况，采取了 4

个措施。即师资淘汰制、加强教研活动、督导制度和外出取

经。另外还选派5 名教师，为外省市进行考前培训，参加培

训的有350 人次左右。着手开发报名软件，落实了制作 IC

卡的场地和设备，完成了采用计算机报名的大量前期工作，

为2001 年实行计算机报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中注协培训规划要求，协会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已

按年初制定的培训计划组织了 16 个专题内容的 35 期培训

班，并组织人员参加了中注协举办的 15 期培训班，具有证

券资格事务所经批准自行组织了 72 期培训班，2000 年应参

加培训1 958人，参加培训的 CPA 共有8 198人次，完成了

11 万多课时数，人均59 课时。

2000 年后续教育工作围绕加快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主

要有 3 个特点：一是突出重点，急用先上。根据事务所日益

增多的法律诉讼、质量曝光，2000 年培训内容突出事务所

内部管理和验资质量及其风险控制问题，在内容上强化和充

实了教材，使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二是分层次、多形式进

行。将人员分成主任会计师、发起人、部门经理（含项目经

理）和一般 CPA 等 4 个层次。主任、发起人侧重事务所的

管理与发展；部门经理、项目经理侧重业务和市场的开拓；

一般 CPA 主要进行审计、会计、法规等方面的培训。上课

培训采取由协会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等单位统一办班形式、

事务所自行办班形式及事务所自我培训形式等多种形式。三

是对执业 CPA 实行培训年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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