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效果。

一、加强行业自律监管，提高执业质量，维护

公众利益

（一）认真组织行业自律检查。协会对 35 家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情况进行了检查。通过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

并视情况、情节不同，按中注协惩戒办法给予惩戒。通过业

务质量检查，不仅帮助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提高了认识，纠

正了错误，而且在全行业引起了注意，对提高执业质量和执

业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开展行业自律公约试点。针对行业内存在的不正

当竞争的现象，自治区注协于2005 年 10 月包头实施了行业

自律公约的试点工作。为治理行业内部执业秩序、促进行业

整体健康发展积累了经验。

二、做好全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组织和

报名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各盟市注

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本着“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

明纪律、严肃处理”的考试组织原则，精心组织了 2005 年

度全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圆满完成了考试任务。

三、扎实做好注册管理工作，努力为会员提供

优质服务

（一）严格资质管理，认真做好年检工作。2005 年自

治区注协对全区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年检。对

于年检合格的1 138名注册会计师在会刊上予以公示，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二）改进注册管理工作，提升服务水平。2005 年自治

区注协共受理 89 家 101 份申请注册的材料，批准注册会计

师89 名，办理转所手续 59 名，转会手续 26 名。同时对非

执业会员加强管理，为年检未通过和未参加年检的执业会员

办理了转非手续。

四、加强培训的组织与管理，提高培训质量

（一）建立机构，保障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2005 年 3

月成立了内蒙古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二届教育培训委员会，并

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总结了 2004 年后续教育培训工作经

验，审议并通过了2005 年培训工作计划。

（二）完善远程教育终端教室的建设，实现全国资源共

享。自5 月正式投入使用，呼市地区的会员全部通过远程教

育方式完成了后续教育培训。

（三）精心组织，确保培训质量。自治区注协从培训形

式的多样性、内容的适用性、师资的水平三个方面入手，全

面提高培训质量。全年共举办 12 期面授及远程教育视频培

训班。2005 年5 月 10 日至13 日，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合作

举办了全区主任会计师培训班。通过本次学习，主任会计师

了解和掌握了事务所的发展方向，提高了业务水平，对非审

计业务的拓展增强了信心，有的事务所已陆续开展了企业内

部控制制度设计，财务咨询等非审计业务，为事务所今后的

业务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五、加强秘书处自身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运行效率

自治区注协换届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

狠抓秘书处建设，定岗定责，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部

门配合更加紧密，工作衔接更加流畅。日常工作规范化程度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得到加强。协会内控制度、部门报销制

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协会发展进一步夯实

了基础。

自治区注协于8 月协助中注协在呼伦贝尔市成功召开全

国秘书长会议和海峡两岸注册会计师研讨会，来自台湾会计

界的代表，香港和澳门行业组织的特邀嘉宾，以及大陆注册

会计师代表130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在自治区财政厅主要领

导和分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自治区注协积极配

合中注协组织好会议的各项工作，为此受到财政部、中注协

一致肯定。

（内蒙古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坚持以诚信建设为主

线，以全面提升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市场经

济体制的发展完善服务为目标，积极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继续开展行业诚信建设

（一）在全省开展行业反不正当竞争自律公约建设工作。

根据省注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辽宁省注册会计师

协会关于加强行业诚信建设的意见》，在2005 年内全省已有

335 家会计师事务所、3 285 名注册会计师参加了反不正当竞

争自律公约签约，全省 14 个市均建立了公约自律组织，收

到良好效果。

（二）积极开展事务所业务综合检查工作。从 2005 年 3

月 18 日至5 月22 日协会组织了除沈阳、大连两市以外 12 个

市 145 家事务所的业务质量、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公约履

约情况及财务收支情况等综合检查。通过实地检查确认 1

184 名注册会计师的任职资格，有53 名注册会计师未通过年

检。对在这次检查中发现送检报告中存在较严重问题的 32

家事务所和15 名注册会计师，进行了行业内的自律惩戒。

二、加强行业管理  更好为会员服务

按照协会《章程》规定，如期召开了理事会、常务理事

会。对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充分发挥

了理事会议事决策职能。

制定了《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诚信档案操作规

程》。年内对30 家受到惩戒的事务所和29 名注册会计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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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诚信档案的信息记录，对促进行业诚信建设产生了积极

效果。

认真履行职责，做好会员日常服务管理。受理申报注册

会计师注册材料323 份，办理注册268 人；办理新批准入会

185 人；办理会员所籍变动389 人次，会员转会48 人次；办

理调档678人次，借阅档案375 人次。同时加强网站建设，

积极开展对外宣传，为会员间互通信息及资源共享搭建了交

流平台。

三、实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

根据中注协和辽宁省2005 年培训工作计划，全年共举

办会员继续教育培训班23 期，其中执业会员 21期，非执业

会员2 期，注协自行举办培训班17 期。培训执业会员 3 899

人次，参加北京、上海、厦门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业务骨干培

训268 名。按照中注协的要求按时完成了远程教育教室的安

装、调试和开通工作。

四、组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工作

2005 年度全省考试报名25 374 人，计52 771 人次。实

际参加考试人数为：会计6 790 人、审计2 803 人、财务成

本管理3 240 人、经济法4 488 人、税法5 410 人。五科平均

参考率为43. 5% 。平均及格率12. 85% 。

在组织考试中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心组织，严格管

理，责任到位，考场秩序井然，基本杜绝了违法乱纪现象的

发生，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五、开展行业情况综合调研及宣传

对全省事务所的年度经营状况进行了调研分析，按照业

务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进行了排序，并在协会网站上公

布。客观的向社会提供全省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对国家有关部门拟出台的各项法规如《鉴证业务基本准

则》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并提出修改意见。

8 月，协会组成了由省内十余家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参

加的考察团赴巴西、阿根廷等国开展学习交流。扩大了行业

的影响，同时在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控制等运营管理方面获得

了一些经验。

六、加强协会秘书处自身建设

积极参加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行了以聘

用制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一、召开省注协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2005 年 10 月，召开了第五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大会

回顾了过去三年多行业的发展情况，讨论审议了《吉林省注

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处工作报告》和《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秘书处财务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吉林省注册

会计师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

事和协会领导机构成员；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行业建设与发

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行业发展目标和工作

任务。

二、完成注册会计师业务报备、执业质量检查

和咨询工作

从2005 年5 月开始，对28 家事务所2005 年度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在遵循独立审计准则、职业道德、

内部质量控制等方面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吉林华昊等 13 家

事务所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对吉林创业、吉林华信

会计师事务所除责令限期整改外，还对其进行谈话提醒，责

令7 名注册会计师提交书面检讨；对2 名注册会计师进行通

报批评；对27 名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强制培训；对2 名不

符合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撤销注册。

同时对9 家事务所的 11 名变更股东执业情况、对 10 家

拟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 25 名股东执业情况进行了复核，

出具了证明材料。

根据《省注协行业咨询小组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

2005 年共解答咨询事项 22 件，接待工商、公安、检察院、

法院、律师等来人、来电60 余次。

三、加强注册管理，组织实施会员年检工作

2005 年协会对115 家事务所进行了年检。对37 名注册

会计师撤销注册，转为非执业会员。全省 1314 名注册会计

师通过2004 年度年检。

为了加强对非执业会员的管理，2005 年 2 月在《吉林

日报》、《新文化报》上刊登了《吉林省注册会计协会对非

执业会员重新登记的公告》，对非执业会员进行重新登记。7

月至12 月有378 名非执业会员通过了年检。

2005 年共批准161名注册会计师注册。撤销了55 名注

册会计师注册；办理了245 名注册会计师转所或转会；批准

了 146 名注册会计师考试合格人员入会。

四、组织实施2005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

2005 年全省报名人数共 14 989 人。全省出考合计为17

013 人次，出考率为45.05% 。2005 年度考试成绩于12 月 8

日利用声讯台向社会公布。平均合格率为 10.95% ，较 2004

年提高0.7% 。

五、搞好考前培训和后续教育培训工作

5 月 16 日至8月 11 日，共开办 5 个考前辅导班，约有

600 余人次参加了培训。

全年共举办了 8期后续教育培训班，其中在厦门举办了

1 期全省主任会计师培训班，累计培训注册会计师 1 280 人，

非执业会员3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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