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贯彻落实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第三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精神，促进行业快速发展

协会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题学习，以文件的形式

向全省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传达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

三、不断健全和完善行业自律管理体系

2005 年度协会充分行使常务理事会、会长会的重大事项

决策职能。秘书处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协会领导机构的

各项决议。

协会实行专家治会，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在“行约”

自律管理方面做好新批所签约及行约中有关计时收费的补

充、修订、完善工作，并就有关问题向省财政厅和省物价局

等部门进行了咨询。

各市注协也按照法律统一规范、政府监督指导、协会自

我管理、公众加强监督的思路，进一步完善行业自律管理的

组织运行体系。

四、全面完成各项检查任务

2005 年，协会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检查任务，抽查了

2004 年 1—6 月份94 家会计师事务所（比例25.4% ）出具

的年报审计（403 份）和验资报告（578 份），并对其中 51

家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对 42 家予以行业自

律惩戒、1 家行政移交；对 108 名注册会计师给予行业自律

惩戒处理。

五、做好先进会计师事务所和优秀注册会计师

的评选工作

2005 年协会制发了《江苏省先进会计师事务所评选暂

行办法》、《江苏省优秀注册会计师评选暂行办法》，并成立

了由省财政厅、省注协和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 13 人组成

的评选管理委员会。评选并表彰了 2004—2005 年度先进会

计师事务所 10 家和优秀注册会计师20 名。各市注协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评优活动。

六、搞好协会日常管理工作

（一）依法实施注册管理。为适应新规定，清理、修订

了《注册会计师注册须知》、《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须知》

等规定，制订了《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转所补充规定》等新规

定。为做好服务工作，协会将注册管理的所有规定及相关表

格全部上网，从 8 月起将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受理由过去的

1 年 4 次改为随时受理，注册会计师注册仍按照《行政许可

法》的要求受理和审批。

（二）做好“两师”的年检工作。经年检，注册会计师

应参加3 563 人，未参加及未通过 86 人，通过 3 477 人，撤

销注册73 人；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参加 1608 人，未参加及未

通过31 人，通过 1 577 人。

（三）以人为本，储备两师后备力量。2005 年全省注册

会计师考试报考人数42 367 人，报考科次为 90 240 科，共

设 14 个考区，使用考点42 个，启用 954 个考场，全年共办

理全科合格证734 人。1871 人报考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

（四）进一步完善分层次、分重点的全省“两师”行业

培训体系。2005 年协会继续贯彻省市两级协会分级负责的原

则，重点突出了机构负责人的培训工作，积极选拔副主任会

计师、部门经理、项目经理进入三所国家会计学院所举办的

各类培训班的学习，全面抓好一般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的培训工作，大力推行机构内部培训办法，加强了行业

培训的检查与监督机制。

（五）落实业务报备制度及相关宣传工作。2005 年 3

月，协会完成了 2004 年度省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行

业业务报备资料上报布置、整理汇总及汇总结果的通报工

作。验资方面共出具验资报告8 6781份，年报审计方面共出

具年报审计报告38 228 份，资产评估方面共出具资产评估报

告 15 496 份。

（六）围绕行业中心工作搞好行业宣传。2005 年，协会

秘书处利用协会会刊、网站资源，及时宣传行业前沿信息、

引导行业发展方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七）组织会员参加中注协 2005 年“诚信杯”行业乒

乓球比赛。中注协于2005 年10 月27—29 日在江苏省镇江市

体育馆举办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5 年行业‘诚信杯’

乒乓球比赛”。江苏省注协精心组织保证赛事的成功举办。

（八）做好有关独立审计准则、资产评估准则的征求意

见和发行工作。江苏省注协积极组织行业第一线的相关从业

人员、行业师资、有关专家对评估准则进行学习、备课，搞

好准则的征求意见工作和培训工作。

（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构建和谐行业为中

心，大力推进行业自律体制建设，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

一、构建和谐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

（一）全省共有 30 名注册会计师、12 名注册资产评估

师被评为优秀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举办构建和谐行业演讲比赛。8 月 26 日来自全省

12 支代表队的36 名选手围绕构建和谐行业这一主题，用生

动的事例阐述了“和谐”对行业的重要现实意义。

（三）举办首届行业“诚信杯”乒乓球比赛。8 月 27 日

在杭州市举办了首届行业 “诚信杯”乒乓球比赛。10 月 27

日至29 日，浙江省组队参加了中注协 2005 年行业“诚信

杯”乒乓球比赛，荣获了女子团体亚军，男了团体进入 16

强，省代表队荣获“精神文明奖”。

（四）举办了一期2002 年以来新设的执业机构内部管理

研讨班，来自全省 120 多家执业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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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班，研讨会围绕执业机构内部管理这一主题进行了讲解和

讨论。

（五）浙江注协组织了两次省内外联谊活动，参与交流

联谊的31 家事务所在增进相互之间了解，探讨通过何种方

式扩大规模与做大做强，提高经营能力与竞争实力等方面取

得了共识。

二、行业自律管理

（一）组织开展200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

7 月25 日至8 月29 日组织开展了对2003 年 1 月以后成立的

新所、注册会计师人数在8 人以下的和受到投诉举报的事务

所的业务质量检查，经浙江省注协惩戒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

议审议，决定对12 家会计师事务所、60 名注册会计师给予

行业惩戒，另有3 家移交省财政厅进一步查处。

（二）敦促市地“行业自律公约”的签订和履行，重点

是敦促市地按期组织开展检查工作，2005 年衢州、嘉兴两市

也签订了“行业自律公约”。

三、为会员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一）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物价部门反映行业收费偏低

的现状，多次上门沟通协调、测算事务所的经营成本，并提

交了较为详细的报告，2005 年底省物价局出台了新的收费标

准，不仅比老标准提高了近四成，而且是针对浙江企业规模

小的特点来制定的。

（二）浙江注协利用各种机会为执业机构之间的联合牵

线搭桥，2005 年两家及两家实质性联合或合并的已经有 14

家。

（三）积极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服务，2005

年来，多次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代拟答辩要点、代理出庭

应诉等法律服务，有效地保护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

师的合法权益。

（四）通过省注协网站这一平台，及时解答会员的各类

问题，2005 年已累计答疑1 500 余人次。

（五）开展并完成了 2004 年度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年检及相关工作。全省共有2 445 名注册会计师和1 114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分三批通过了年检，另有 18 名注册会计

师和29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暂缓年检。全年新批注册会计师

331 名，为44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办理了上报注册手续，为

279 名注册会计师、107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办理了注册关系

转移手续，完成了 325 名非执业会员资格申请，为 47 名非

执业会员办理了转会。办理新设机构股东和合伙人资格审

核，对新设机构的59 名股东或合伙人资格进行审核并出具

了相关证明。

（六）清理兼职、挂名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经各执业机构自查上报，省注协对挂名、兼职的注册会计师

予以撤销注册，挂名、兼职的注册资产评师上报中评协予以

撤销。

四、组织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

（一）完成2004 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后续工作，共有

382 人取得了全科合格证，受理考生成绩复查 268 人次计

314 科次。

（二）组织2005 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等相关考试工作。

2005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 25 603 人次，共 56

957 科。775 名（不含宁波市）报名参加全国注册资产评估

师统一考试。为行业内 174 名执业人员争取了房地产估价师

报考资格。

（三）组织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英语及综合能力测试考

试，全省共有38 名注册会计师报名考试，有 4 人通过了考

试。

五、组织后续教育培训

2005 年省注协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19 期，累计培训人员

2 310 人次，事务所、市注协组织培训 650 人次。同时，会

同浙江东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与厦门大学、厦门国家会计

学院举办M PACC 在职研究生班。

六、配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办好“第二届注

册会计师论坛” 和“亚太会计师联合会 （CAPA ）

理事会”

2005 年5 月 17 日至20 日，第二届注册会计师论坛在杭

州召开，此次论坛以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国际化发展为主题，

深入探讨中国在深化对外开放背景下的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

方向，来自10 多个国家和31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的500 多名代表出席了论坛。

七、顺利完成“亚太会计师联合会 （CAPA ）理

事会”会议的会务工作

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日本、韩国等有关国家和地区

的 CAPA 成员组织以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亚洲开发银行、

南亚会计师联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代表共50 余人出席了

亚太会计师联合理事会。

八、加强协会自身建设

2005 年，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累计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

章十余篇，参与编写专业书籍一本，在各类培训班上授课二

十余人次。

（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活动为契机，不断加强协会建设和行业管理，较好地完

成了全年各项工作。

一、开展行业调研，反映会员呼声

广泛开展行业调研，深入研究，科学分析，报经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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