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了实地检查。调查处理了3 起诉讼案件：一是平凉崔如

泰投诉平凉陇兴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晨光车队账务审计问题；

二是文县董新明投诉甘肃荣诚会计师事务所在拆迁评估中的

问题；三是敦煌乔巍投诉敦煌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在拆迁评估

中的问题。对113 家会计师事务所、806 名注册会计师建立

了诚信档案。

五、注册管理工作

对全省 106 家会计师事务所中的782 名注册会计师进行

了年检。批准注册了 96 名注册会计师。对 9 家申请设立事

务所出具了相关证明。

六、抓协会财务管理工作，促进财务管理电算

化

汇总上报了财务报表。对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业务收入排

名公告。做好协会本身的财务核算工作。接受厅内部监督检

查和社会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2005 年厅监督检查局对协会

2003 年、2004 年财务核算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七、宣传交流

2005 年共编印发行6 期为维护行业权益与有关部门叫板

的报道，全国较大的几家财会网站给予了转载，并在社会各

行业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得到其他兄弟协会的响应，对维护

行业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八、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开展行业文体活

动

组织全省注册会计师举行庆“五一”健身登山比赛活

动；组织注册会计师参加中注协“诚信杯”乒乓球比赛等活

动，参加省财政厅组织的各项献爱心捐助活动，资助了宁县

和盛镇楼子村小学危房改造；捐赠了价值3 万多元的教学用

具。

（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青海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青海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继续以诚信建设为主

线，完善协会组织体制，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业管理

和服务水平，以 “为行业办几件实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为促进行业发展奠定

基础

2005 年 3 月31 日至 4 月 2 日，青海省注册会计师（资

产评估）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协

会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 47 名，常务

理事20 名。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

估）协会章程》、《青海省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行

业自律公约》和《青海省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业务

报备管理办法》。大会总结了九年来行业建设取得的经验，

确立了行业自律管理的发展方向，对促进行业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二、开展行业内部执业质量检查工作

2005 年 7 月到 12 月底对 10 家机构进行了执业质量检

查，共抽查了 82 份审计工作底稿和71 份验资工作底稿；检

查了40 名注册会计师执业和职业道德遵守情况。从检查结

果看，被检查的 10 家机构，只有 1 家所在管理等方面较为

规范，收费基本上达到了标准，2 家事务所蔑视行业自律公

约，搞不正当竞争，损害了行业整体形象，协会对检查出的

问题做了相应制裁，以维护行业诚信的形象。

三、完成对《 注册会计师法》修改建议工作

6 月 29 日省人大贾国明副主任等一行 11 人到协会视察

并召开了行业发展情况座谈会，了解青海省《注册会计师

法》的执行情况，同时安排了对修订《 注册会计师法》提

出建议的任务。协会及时向省人大做了修法的书面报告。

四、搞好行业队伍建设工作，加强执 （从）业

人员管理

（一）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加强执（从）

业人员的管理。协会继续带领全行业树立以人为本、从严治

所的理念，积极创造凝聚、培养、关心人的工作氛围，建立

进取、激励、公平的用人机制。通过加强诚信和人事档案管

理等工作，完善事务所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不断完善

内部管理机制，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为事务所的发展储

备人才。

（二）举办行业运动会，丰富行业人员的文化生活。6

月 11 日至 12 日，举办首届行业运动会，丰富了行业人员的

文化生活，充分展现了行业执（从）业人员奋发进取的精

神，全面检阅了行业体育水平和精神风貌。

五、其他日常工作的完成情况

（一）完成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2005 年度全省注册会

计师考试共报名 1 055 人，2 306 科次。9 月中旬考试举行，

共有948 人次参加了考试；为维护国家考试的社会信誉，邀

请省保密局的领导参与考试工作，促进了工作的规范性，也

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

（二）开展注册会计师年检工作。至2 月24 日，顺利完

成了2004 年度年检工作，并在 3 月 4 日《青海日报》上进

行了公告。

2004 年度年检，会计师事务所应检 16 家，实检 16 家，

1 个分支机构因停业整顿暂缓通过年检。注册会计师应检

194 名，实检 178 名，13 名注册会计师因超龄等原因未通过

年检。

（三）继续做好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工作。2005

年，全省共有240 人次的注册会计师参加了协会组织的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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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另外派出 38 名注册会计师参加了 3 所国家会计

学院举办的培训班。7 月举办了一期州县注册会计师后续教

育培训班。

六、建立行业自律公约、全面推行业务报备制

度

4 月18 日，青海省14 家所签署了《青海省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行业自律公约》，并开展了履约情况的检查。

通过检查，促使事务所执业行为朝着科学、健康、规范的方

向发展。

（青海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宁夏回族自治区
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0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注册会计

师行业加强自律建设的整体要求和年度工作计划，结合新形

势下行业协会担负的责任，积极改进工作作风，转变思想观

念，提高服务意识，扎实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加强自律监管，认真开展执业质量检查

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制度（试行）》 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2005 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

量检查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开展了对 2005 年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质量进行检查工作。对宁夏正中信会计师事务所、宁

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宁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石嘴山分所、

宁夏永信会计师事务所青铜峡分所、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灵武分所、宁夏宏源会计师事务所石嘴山分所等6 所的执业

质量进行了实地检查，从 6 所 2005 年 1 月 1 日至6 月 30 日

期间出具的471 份审计报告和329 份验资报告中抽取了 92

份审计报告和66 份验资报告进行了复核检查，抽查业务报

告的比例为确定检查时间范围内出具业务报告数的20% 。实

地检查结束后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被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或

注册会计师的反馈意见进行归纳整理，逐一编写了检查意见

书。协会本着“帮助、督促、整改、提高”的原则，提出了

整改意见，对基础制度较差，执业质量问题较多的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跟踪监管。同时还要求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执

业质量检查的内容、范围、重点进行自查自纠，向协会报送

开展自查工作的书面报告。10 月 26 日对被查的 6 家会计师

事务所发出了执业质量存在问题处理的决定和意见。根据被

检查会计师事务所存在问题的不同，分别做出责令限期整

改、谈话提醒、书面批评、责令书面检查等处理。并将检查

情况和处理情况分别上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自治区财政

厅和其它有关部门。

二、做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年检工作

依法开展了对经批准注册的注册会计师 2004 年度执业

资格年检工作。协会于 1 月 28 日向各会计师事务所下达年

检工作通知，15 家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年检要求的范围和内

容，向协会提交了 2004 年在本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的年检

材料。协会对报来年检书面材料，通过认真逐个审查、实地

抽查复核、在行业内公示等一系列审查工作程序后，于4 月

13 日对执业资格年检予以通过和年检不予通过的注册会计

师的名单首先在行业内进行了公告。为保护注册会计师的依

法执业资格，4 月 18 日在宁夏日报将执业资格年检通过的

168 名注册会计师人员名单向社会进行了公告，请社会各界

予以监督。

三、做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各项工作

根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对 2005 年考

试组织工作的部署，修订了自治区2005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及时向全区各市县及有关部门发送了

报名简章，并在《宁夏日报》、《新消息报》、《银川晚报》、

《宁夏广播电视报》等报刊登宣传，分别在银川市、石嘴山

市、吴忠市、固原市设立报名点。2005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报名总人数为 2 125 人，全区共有 1 006 名考生参

加考试，占报考人数的 47.3% ；合格 144 人，合格率为

14.15% ，其中：审计为 11.06% ，税法为12.53% ，会计为

8.54% ，经济法为6.55% ，财务成本管理为12.70% 。

四、做好注册会计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举办了以“会计诚信与职业道德”、“企业纳税风险及

税收筹划”等为内容的后续教育培训班；利用远程教育视频

系统共举办了六期后续教育培训班，培训 500 多人次。与自

治区注册税务师协会联合，组织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境外考察学习培训。

五、加强行业和协会财务管理

协会始终重视行业财务工作。认真做好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200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汇总会计报表及软盘的上报工

作，并对各会计师事务所季度、年度财务会计报表上报情况

进行会审评比，为掌握行业的总体状况提供信息源，为行业

的发展规划提供资料。协会的财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提

高了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协会的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使协会财务工作进一步规范。

六、办好协会期刊、扩大行业的对外宣传和信

息沟通

2005 年，协会多次在自治区新闻媒体以专题、专栏等形

式宣传行业工作，进行信息沟通，扩大行业的知名度，提升

行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优化《宁夏注册会计师》的栏

目结构，认真组稿、编辑，提炼文章内容，提高刊物质量，

扩大发行范围，除向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和广大从业

人员赠阅外，还向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注册会计师协会和

自治区各级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等部门赠阅。

七、做好日常工作

（一）积极建立和完善自治区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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