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注册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注册管理的基础工作，确

保脱钩改制后事务所执业活动的正常进行，自治区注协在对

全区13 家事务所及 198 名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逐一审查

后，及时为其更换了新的执业证书。审查报批了宁夏正业通

会计师事务所永宁分所、贺兰分所、中卫分所，宁夏宏源会

计师事务所吴忠分所，宁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石嘴山分所。

五、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

自治区注协认真做好考试报名前的各项宣传和准备工

作，利用各种媒体登载报名通知和报名简章，在全区各地区

设立报名点，方便考生报名。2000 年全区报名人数达2 423

人，比上年增加18.3% 。共举报脱产班、业余班、考前答

疑班等形式多样的考前辅导班15 班次。2000 年全区考生各

科合格率分别为：会计7.32% ，审计14.76% ，财务成本管

理13.65% ，经济法11.75% ，税法7.75% 。

六、后续教育培训工作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后续教育培训工作，自治区注协

拟订了培训工作计划，举办了培训工作研讨班，制定了后续

教育培训制度，为培训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2000

年举办了 4期后续教育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

辅助审计、小规模企业审计、现金流量表审计、内部控制与

审计风险的评估等。由于培训内容适当，培训纪律严格，加

之各所领导重视，学员配合，使全年的培训工作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效果，学员的出勤率和学习积极性均高于往年。

七、事务所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专题调查工作

4 月中旬，协会先后组织工作人员对完成脱钩改制工作

较早的事务所——华诚会计师事务所和五联会计师事务所的

法人治理结构运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组通过听取事

务所法人代表的汇报、查看会议记录及内部规章制度、找事

务所员工个别谈话及发放民意测验调查表等方式，对事务所

内部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重要事项决定形成的民主化程

度、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根据民意测

验调查表统计，大约 75 % 的员工对事务所现行运作机制感

到基本满意或满意；20% 的员工感觉一般；5% ～10% 的员

工直诉不满意。员工意见较多的是分配问题。通过调查，协

会对改制后事务所的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更加明确了

今后的管理方向。

（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韦海青执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注册会计师工作

二、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

（一）注册管理工作。2000 年度办理注册会计师注册

142 人，其中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合格申请注册人员

100 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申请转为执业会员

为42 人；办理注册会计师转所 183 人次、转会 8 人；到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全区有 74 家事务所、执业注册会计师

973 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883 人。

（二）业务检查和脱钩改制复查工作。7 月 6 日至 8 月

18 日，自治区注协组成 16 人的检查组，分赴乌鲁木齐、石

河子、奎屯、阿克苏、哈密的 32 家事务所，进行业务质量

检查和脱钩改制复查。共抽查了 426 份业务报告，发现仍有

部分事务所不严格按照审计准则执业，风险意识差。对存在

问题较多的事务所，发出限期整顿通知书，要求其认真实施

整改。对存在问题较严重的 10 家事务所及 13 名注册会计

师，进行了行政处罚。对事务所脱钩改制复查，查出挂名注

册会计师41 人、兼职注册会计师 3 人、人事档案未转入人

才中心的 19 人，对查出的挂名、兼职注册会计师，自治区

注协依据有关规定给予了处理。

2000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完成脱钩改制工作并重新

登记注册的事务所有 80 家，占改制前 172 家事务所的

47 % ；合并注销事务所 16 家，占改制前事务所的 9% ；达

不到改制条件予以注销的有 76 家，占改制前事务所的

44% 。全区1 157名执业注册会计师中，有 858 名注册会计

师进入完成改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余 299 名注册会计师

于事务所清算完毕后，陆续办理转所或转为非执业会员的手

续。5 月 1 日，自治区财政厅将完成脱钩改制的事务所名

单、注册会计师名单以及被注销的事务所名单，在《新疆经

济报》予以公告。6月15 日完成了 80 家事务所及注册会计

师的换证工作。全区脱钩改制工作全面完成。脱钩改制解决

了事务所发展的体制问题。但仍存在规模偏小，运行机制、

管理制度还不完善，事务所之间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为此秘

书处做了三项工作：①7 月，分别召开了南北疆两个片区的

调研会，8 月 20～23 日，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疆会计师事

务所主任会计师会议。对事务所脱钩改制工作进行了总结，

研究部署了改制后事务所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工作，讨论了

自治区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的条件和管理办法。会议还交

流了事务所建立新的运行机制的经验，进行了宏观经济政策

讲座。财政厅总会计师赵黉亭出席会议并讲话。②全疆事务

所分地区签订了《反不正当竞争公约》。③针对政府部门对

事务所多头检查、行政干预审计收费问题，向自治区人民政

府提交专题报告，以保障事务所的合法权益。

一、注册会计师行业脱钩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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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理投诉举报工作。2000 年共受理投诉举报 10

起，调查、处理3 起，明确答复 5 起，经查明，对在脱钩改

制中弄虚作假的 2 名注册会计师给予通报批评，对执业中存

在问题的事务所责令其及时纠正。

（四）批准特殊审计业务资格事务所。2000 年，批准44

家事务所具有国有大型企业年报审计业务资格，有效期

1年。

三、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

2000 年共举办 5 期注册会计师脱产后续教育培训班，

其中乌鲁木齐3 期，阿克苏、石河子各 1 期。培训注册会计

师800余人次。培训内容为会计准则、审计准则、注册会计

师法律责任、执业质量控制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培训工作突

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脱产培训与内部培训相结合，同

时，根据不同层次人员举办不同内容的培训班。

四、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2000 年有 75 人报名，实

际参考43 人，有3 人考试合格。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考报名12 957 人，比上年增长

21.9% 。总科目数29 239科。其中，会计9 060人，审计

2 510人，财务成本管理4 117人，经济法7 042人，税法

6 510人。2000 年增设了石河子、库尔勒两个考区。分别委

托石河子市财政局、巴州财政局承担南、北疆考区的考务工

作。各科参考率为：会计 44.58% ，经济法 38.34% ，税法

46.14% ，审计 38.13% ，财务成本管理 36.97%。合格率

为：会计 5.64% ，经济法 12.58% ，审计 17.87 % ，税法

8.16% ，财务成本管理 36.97% 。单科合格 918 人、1 197

科。

2000 年共上报74 人换发全科合格证书，中注协批复 73

人，其中 4 人特批。

五、经济类中介机构的清理整顿工作

3 月 24 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成立了自治

区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财政厅厅长陈泽瑜任组长，

办公室日常工作由自治区注协承担。办公室成立以后开展了

6 项工作：一是开展调查研究，向自治区有关厅局、行业发

出了中介机构清理整顿调查表和调查提纲，到自治区计委等

7 个厅局、行业以及部分中介机构进行实地调查。二是进行

宣传，编印了《宣传手册》发往各部门。编印了9 期清理整

顿简报。三是配合国务院清理整顿领导小组调研组，对全区

价格鉴证机构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四是筹备召开了第一次

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工作部署。五是代政府起草了自治区

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脱钩改制通

知的具体意见，政府已转发；起草了脱钩改制中工商注册登

记的意见，已会同自治区工商局转发。六是召集经济鉴证类

社会中介机构及有关主管部门，听取改制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明确工作要求。

六、注册会计师协会自身建设

（一）按照协会章程，于 2 月和 9 月召开两次会长办公

会议，部署和汇报秘书处工作。11 月 16 日召开常务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秘书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关于不再

召开理事会的决议和副秘书长任免的决议。

（二）加强协会对外宣传工作，一是《新疆注册会计师

通讯》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增加了信息量、实用性、可读

性。建立了通讯员队伍，并对其进行培训。二是全年共编发

《工作简报》15期，三是编印了行业管理《文件制度汇编》、

《宣传手册》各一辑，共36万字。四是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

系，组织有关活动的采访和报道工作。

（三）协会把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政治素质、管理能力

和专业水平以及改进作风、强化服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特别注重树立行业服务意识，扎扎实实为行业建设办几

件实事，为事务所排忧解难。

（四）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制定了《新疆注册会计师协

会公文处理办法》，使秘书处公文处理工作规范有序运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赵晓文执笔）

香港特别行政区
注册会计师工作

一、香港会计师公会

香港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机构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以下简

称“公会”）。公会根据《香港专业会计师条例》（香港法例

第五十章）的有关规定，于1973 年 1 月1 日注册成立。

公会的主要职责包括：保存香港专业会计师的名册及办

理注册事宜；监管会计专业，包括评审会计师资格、发放注

册会计师执业牌照及制定会计师的执业操守；代表整体会计

师专业发表意见；为公会会员提供后续教育和为参加会计师

专业考试的学生举办辅导；举办香港会计师专业考试。

2000 年，公会下设5 个法定委员会、32 个非法定委员

会和14 个工作小组。法定委员会包括：纪律小组、考试评

议会、调查小组、执业审核委员会、注册及执业核准委员

会；非法定委员会包括：会计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会计专

业标准咨询委员会、行政及财务委员会、银行业咨询委员

会、保险业咨询委员会、证券业中介团体咨询委员会、上市

与收购规则咨询委员会、审核委员会、核数准则委员会、中

国事务委员会、公共关系咨询小组、公会关系委员会、专业

进修事务委员会、公司管治委员会、关注当前事务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专业操守委员会、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管理

委员会、资讯科技委员会、破产教育导向委员会、破产管理

会计师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国专业事务委员会、专

业风险管理委员会、专业水平监察委员会、公共及政府机构

委员会、研究委员会、中小型执业所委员会、学生培训及发

展委员会、税务委员会、网誉认证委员会；工作小组包括：

第四个长远计划工作小组、小型企业会计原则工作小组、国

际认可专责小组、语文水平工作小组、会籍检讨专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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