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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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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根据行业自律管理运作机制的特点，以及行业发展和

协会工作的需要，在制定成立了后续教育培训委员会工作制

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行业自律惩戒委员会和专业技术咨询

委员会，并相应制定了各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和议事规则，以

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惩戒办法（试

行）》，经理事会批准后已发布施行，使行业自律监管和惩戒

有章可循。

（二）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尽力改善

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针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业

务收费的内容和标准仍然以 1988 年财政厅、物价局制定的

收费标准为依据，其收费依据内容和标准已不适应根本经济

发展的情况，且难以约束执业机构以低价收费挣揽业务的行

为。协会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

机构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建议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会

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收费标准（建议稿）》，提

交给自治区物价局，与物价局的同志到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机构进行调查测算，经自治区物价局批准，自2005 年 2

月起按新的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标准执行。

协会邀请财政部驻宁专员办、审计厅、财政厅监督局召

开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执业质量监督检查座谈会，互通各自

对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以求对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监督检查形成合力，取得更好的效

果，并尽量避免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重复检查。

积极参与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有关工作。参与了财政部

纪检监察局关于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研究课题的撰写；向自

治区政府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上报了《规范中介市场秩

序2005 年——2007 年工作规划》、《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扩大了行业的社会影

响。

（三）完善行业人员档案管理。为了完备会计师事务所

从业人员的人事档案，使每个从业人员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工

作经历有记载，协会设计了《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年度考

核登记表》，广泛征求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并付诸实施，

由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考核登记完毕后，送协会纳入从业人

员的人事档案。

加强对投诉举报、来信来访的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投

诉举报的受理、查处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新疆维吾尔白治区

注册计 师协会工作

200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

师行业共实现业务收入 1.79 亿元，其中审计收入 1.19 元，

兼营资产评估收入4 600 万元，较上年下降 12% ，验资收入

890 万元，咨询服务收入 264 万元，其他收入 214 万元。完

成审计户数 14 105 户，资产评估户数 5 420 户，验资户

数5 978 户。

一、自律管理建设工作

2005 年2 月，新疆注协根据《自律公约》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的困难和会员的建议，印发修改后的《行业自律公

约》及《关于执行行业自律公约的补充说明》，同时制定

《新疆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

量检查制度（试行）》、《新疆注册会计师协会兼职监管人员

管理办法》，成立了兼职监管人员队伍。

二、宣传工作

2 月，申请了《新疆注册会计师》内部资料准印证，重

新设计了版面，调整了栏目，扩大赠阅范围。修定《通讯员

管理办法》，建立了通讯员和特约撰稿人队伍。2005 年，协

会编辑出版《新疆注册会计师》6 期，采用稿件 154 篇，图

片49 篇，印刷1 000 册。

2005 年，通过广大会员的民主评选和自治区的审核批

准，有5 名注册会计师、2 家会计师事务所获得自治区先进

财会工作者和先进工作集体荣誉称号。

三、检查工作

2005 年6 月中旬、新疆注协对新疆 15 家会计师事务所

及分所进行了自律性检查，检查比例占事务所总数的

22.74% 。从这次的检查工作来看，这几年，会计师事务所

在人员管理、内部制度、质量控制、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执

业水平和执业质量均比过去有较大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明显

增强。

四、考试工作

2005 年，全区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总人数为 9 689 人，

比上年下降 15% ，总科目数为20 252 科，比上年下降 18% ，

实际出考7462 人次，综合出考率37% 。2005 年，协会共受

理单科换全科的考生 161 人。截至 2004 年底，我区经全国

注册会计师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数已达到883 人。

五、培训工作

2005 年，协会举办了5 期注册会计师和2 期注册资产评

估师后续教育培训班，共培训注册会计师 545 人，评估师

252 人；利用远程视频直播系统举办了 6 期培训班，培训学

员 215 人次；符合自行办班条件的 8 家机构培训注册会计师

490 人，注册资产评估师 169 人。此外，有 72 名注册会计

师、12 名注册资产评估师参加了国家会计学院的培训。

六、注册管理工作

完成注册会计师年检工作，撤销注册 36 人，执业转非

执业9 人，完成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此次年检撤销注册5

人，撤销注册并执业转非执业 1 人；办理注册会计师转所

178 人、转会7 人；办理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16 人、转会13

人。

截止2005 年底，全区共有执业注册会计师1 251 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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