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加强行业文化和宣传工作，塑造行业良好

形象

开展了 “十佳”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和优秀注

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评选活动，并进行了表彰和大力

宣传，树立了行业正气；举办了全省第一届行业乒乓球比

赛，并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注册会计师行业乒乓球比赛；开展

了行业论文征集活动，从全省征集 60 多篇行业论文，加强

了工作交流与理论研讨；办好山东省注册会计师通讯，全年

共编印《山东省注册会计师》6 期，交流了工作经验，宣传

了行业政策和行业新风貌。

（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张义勤执笔）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一、大力加强行业自律体制建设

2005 年省注协出台了《河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规范投

标报价行为协议》，有效遏制审计业务招标报价中恶性降价

竞争行为，受到会员的广泛拥护。投标报价行为协议的签

订，对谋求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规范行业收费、制止事务所之

间的无序竞争行为、提高执业质量、树立注册会计师行业新

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签订协议实施会员自我约

束、互相监督，共同维护行业整体利益，体现了行业自律管

理的本质要求，是河南省行业自律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

二、完成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

2005 年省注协对67 家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检查并进

行了行业惩戒：对内部管理较混乱、存在问题较严重的 3 家

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公开谴责并移交省财政厅相关部门作进一

步处理；对检查发现存在问题较多的 21 家会计师事务所责

令限期整改，并对63 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或主任会计师责令

书面检讨。

三、规范注册管理，抓好行业队伍建设

2005 年协会用半年时间对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的任职资格进行了专项检查，通过检查，注销注册会计师

111 名、拟注销注册会计师74 名，有效地净化了执业队伍，

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完成注册会计师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工

作

在2005 年的注册会计师考试中，严肃考风考纪，坚决

查处违纪、作弊行为。全省共参考注册会计师15 259 人，综

合参考率59.16% 。注册会计师五科平均合格率为12.17% 。

五、搞好后续教育培训工作

培训工作始终坚持把好质量关，精心设计培训内容，改

变单一教学模式，顺利开通了河南省远程教育视频系统，使

广大注册会计师足不出市就能同步聆听优秀教师的授课，取

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全省广大注册会计师的普遍欢

迎。加强了培训组织管理，不断完善培训考核办法，使各项

培训制度和任务真正落到实处。2005 年共举办 27 期注册会

计师后续教育培训班，培训人员 2 847 人，占应培训人员 3

000 人的 95% 。

六、加强秘书处工作作风建设

2005 年协会着力提高秘书处的服务水平和执行能力，一

是通过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规则，推行了全新的人事聘

用制度、年度考核办法和工资管理办法。使秘书处的工作效

率大为提高；二是开展协会工作人员绩效管理，细化各项工

作岗位责任；三是提升协会工作人员的素质，借助先进的培

训手段，增强团队精神；四是继续开展行风评议，加强对协

会的外部约束，从制度上适时跟踪协会的工作情况，了解服

务质量和工作态度，使行业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坚持以行业诚信建设为

主线，以服务会员为宗旨，认真履行各项管理职能，在完善

行业监管、提升队伍素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水平等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发挥理事会职能作用，推动行业监管取得

实效

充分发挥协会理事和理事单位在行业诚信建设中的带头

作用，分别召开省注协四届二次理事会暨新闻发布会、四届

二次、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全省 69 个执业理事单位共同发

起了“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为宗旨诚信倡议书”，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反对注册会计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决议”、“关

于整治香港路台北路执业环境提升行业社会公信力的决议”

等有关决议，成立了湖北省注协专业技术咨询、惩戒、申诉

等三个专门委员会；开展了 2005 年度执业质量检查，并依

法对有关人员和机构进行了行业惩戒；联手有关政府部门，

对长期以来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武汉市“香港路”、“台北

路”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大力整治，并通过对工商审计和验资

业务实行备案及采用防伪标识管理等办法，促进事务所规

范、自律和诚信执业，行业执业秩序明显好转。

二、加强会员管理，做好年检工作

按照“认真审查，依法办理，注重质量，从严掌握”的

原则，做好会员管理工作。一是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办理注册申报、注册会计师转所、转会等工作，共审查批

准211 人为执业注册会计师，办理注册会计师转所 4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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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审核批准420 名非执业会员；二是做好新设事务所资格

审查工作。按照《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的规

定，严格出具会计师事务所证明材料，严把资格审查关。三

是开展了 2004 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全省

共3 384 名注册会计师参加年检，3 083 名注册会计师通过

年检。

三、加强行业队伍建设，做好考试培训工作

将考试培训工作作为行业人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一

是精心组织注册会计师考试。采取一系列规范工作程序、强

化工作职责、严肃考风考纪、杜绝安全隐患的措施，全省考

风考纪明显好转，圆满完成了考试工作任务。全省共26 265

人报名参考，共计53 465 科次、25 102 人次参加考试，综合

参考率和合格率分别为47% 和 12.86% 。二是认真开展后续

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完善了省注协、市州注册会计师管理

中心和大型事务所协调统一、分工有序、相互配合的三级培

训组织体系，全年共举办培训班24 期，培训人员3 241 人。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行能力

坚持以服务会员为中心，以服务会员为宗旨，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创新服务手段，着力提高协会秘书处的执行能

力。一是抓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行业建设成

就。向中央及省级媒体投稿 100 多篇，实际采用 87 篇，其

中注协采用 21 篇；二是抓好财务工作。出台了对湖北省事

务所企业所得税实行定率征收的办法，应税所得率为 10% ，

为事务所简化纳税事务，降低纳税负担创造了有利条件；三

是开展对外交流。分别到湖南、山东、山西等省注册会计师

协会考察行业管理工作，组织省注协常务理事考察、访问台

湾地区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及台湾省花莲市会计师事务所和台

北市浩富会计师事务所，参加“合伙文化与会计师事务所内

部治理”海峡两岸注册会计师研讨会等；四是提高服务水

平。充分发挥好服务、协调作用，针对会员在专业指导、司

法援助、内部治理等各方面的需求，及时为事务所排忧解

难，维护会员和行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会员的充分肯定。

（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胡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秉承“服务、监督、

管理、协调”的宗旨，坚持以服务会员为中心、以诚信建设

为主线，围绕强化行业自律管理和执业机构内部治理、提高

全行业自律管理水平和执业质量、提升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公

信力勤勉工作，在执业质量监督、行业内外协调、维护会员

合法权益、执业资格考试、后续教育培训、事务所资质管理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行业发展稳步推进，行业建设卓有成

效。

一、注册管理和年度检查

根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会计师事务所

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

《关于贯彻实施 <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 认真做好资

产评估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和中评协《注册资产评估师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积极参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

机构的审批管理，加强了对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的

注册管理，加强了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行业的自律管

理。2005 年，湖南省新批准会师事务所 17 家，资产评估机

构 1 家，新注册注册会计师299 人，注册资产评估师34 人。

2005 年，湖南省共有 1 937 名注册会计师、535 名注册

资产评估师参加任职资格的年度检查，其中 1 868 名注册会

计师通过，69 名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532 名注册资产评估

师通过，3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注销注册。对 3 857 名注册会

计师非执业会员进行了资格检查，3 253 人参加并通过了检

查。

对会员的基本信息和诚信档案进行了清理补充。对执业

的1 875 名注册会计师和533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全部基础

数据进行了核实和补充，收集补充诚信档案信息 158 条，整

理归档 1991 年以来会员资格考核、入会和资产评估机构资

格申报、变更备案材料 163 卷，办理转所手续 341 人次，办

理转会手续72 人次。

二、“两师”资格考试

2005 年湖南省共有 22504 人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

报考总科数48900 人科，综合出考率43.72% 。综合合格率

15.90% （高出全国2.46 个百分点）。

为保障2005 年度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各项

考务工作顺利开展，成立了湖南省财政厅第十四届注册会计

师考试委员会，由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张美霞

任主任，并与各市州财政局分管领导签订了考试工作责任

状。考试实施期间，厅领导、会领导分赴各考区、考点督巡

考试组织工作，各市州财政局分管领导分别担任考区主任，

亲临考点现场坐阵指挥，确保考试万无一失。

积极配合省人事厅考试中心组织 2005 年度注册资产评

估师考试报名和教材征订工作。2005 年湖南省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考试累计报考2 479 人科。

三、会员后续教育培训

根据中注协、中评协的要求，结合行业发展形势以及事

务所的需要，制定了《2005 年度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资产评估协会培训工作计划》。在培训内容上，注重不同人

员、不同层次的要求，主要培训了国企改制中相关问题及案

例、企业合并难点热点问题、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注册

会计师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规范、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执

业危机管理及风险控制、纳税筹划及企业发展战略、企业会

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差异及纳税调整等方面的知识。2005 年

共举办注册会计师培训班 13 期，注册资产评估师培训班 4

期，培训学员2 589 人次。选派 145 名注册会计师、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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