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ves（CAGE）国际联盟组织。

6. 与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公会签订认可协议，使经公会

CPA QP 毕业的会员，首次可直接在北美执业。

7. 与中注协签订（内地和香港）两地会计师相互考卷

豁免的实施协议。

8. 推动政府进行专业责任制度改革。

9. 理事会加入4 位业外成员，扩大代表性。

10. 落实了公会的调查及纪律聆讯程序中有关成立由业

外人士组成的小组 A，及由会计师组成的小组 B 的措施。

11. 成立执业审核监察委员会及投诉监察委员会。

12. 与政府就成立财务汇报局进行紧密联络工作。

13. 成立一个专项发展部门。

14. 成立新的税务兴趣小组。

15. 重组内部架构、精简营运及采用先进科技。

16. 向全体会员及不同组别的会员进行意见和需求调查

研究。

17. 推出全新的公会月刊《A Plus》。

18. 透过加强推广宣传，提高公会品牌的知名度和价

值。

19. 展开备受欢迎的“穷小子、富小子”家庭理财教育

社会服务。

20. 发表全新的企业管治最佳实务指引：《内部监控与

风险管理的基本架构》。

21. 发表首份《破产事务管理指引》。

22. 推出 CPA Source。

23. 购置位于湾仔胡忠大厦两层办公室，提供更宽敞的

会员服务设施。

附录二：香港会计师公会

2005 年度理事会成员名单

会 长：周光晖

副 会 长：陈茂波  方 中

上届会长：路沛翘

当选理事：（排名不分先后）

区啸翔  陈 记  左龙佩兰

冯英伟  李志明  岳思理

孙德基  唐家成  蔡永忠

Paul F. W inkelm ann 容咏嫦

委任理事：郑维新  周松岗

周文耀  高静芝

增选理事：周福安  赵丽娟

当然理事：钟悟思（财政司司长代表）

李李嘉丽（库务署署长）

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张智媛

附录三：代表香港会计师公会

参与国际/地区组织人士的名单

国际会计师联会（IFAC）

李家祥，理事会成员

周光晖：Professional A ccountants in Business Com m ittee 成

员

方中，Ethics Com m ittee 成员

陈茂波，Sm all and M edium Practices PerM anent Task Force

成员

徐林 倩 丽， Education Com m ittee Consultative Advisory

G roup成员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

李业广，IASC Foundation Trustees受托人

张建东，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成员（2005 年6 月退

任）

甘博文，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成员（2005 年7 月获

委任）

陈茂波，Sm all and M edium - sized Entities W orking Group

成员

亚太区会计师联会（CAPA）

甘博文，执行委员会成员，审核委员会主席及SM E Spe-

cial Project Task Force 召集人

Intern ational Federation of Insolvence Professionals（ INSO L）

邓忠华，理事（2005 年5 月退任）

江智蛟，理事（2005 年5 月获委任）

专业创新国际互联组织（IIN）

黄浩源，董事会及统筹委员会成员

（香港会计师公会供稿）

澳门特别行政区
核数、会 计专业工作

2005 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核数师

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葡文名称为 Com issao de Registo doss

Auditores e dos Contabilistas，简称 CR A C，以下简称 “委员

会”）按照新的委员会规章调整架构、运作的第一年，并颁

布了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蓝本之《会计准则》，取缔

适用了近三十年的《公定会计设计》。

配合澳门会计准则的正式生效，委员会在准则之宣传、

培训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预期的效果。

截至2005 年 12 月 31 日，在澳门政府登记注册的注册

核数师有119 人，注册会计师150 人，核数公司9 间。

一、专业准则的制定工作

（一）会计准则的制定

经过近一年的评估研究，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蓝

本的澳门《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于 2005 年 3 月向业界和

公众进行广泛咨询。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咨询，委员会收集到

来自核数/会计专业团体，银行、保险等企业及金融监管机

构、其它商业机构和团体、政府有关部门、学术机构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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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仕之反馈意见，专责小组对有关建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和研究，综合各方意见，采纳建议，对征求意见稿内容进行

相应的调整和修改，澳门《会计准则》正式文本经第 25/

2005 号行政法规核准，于2005 年 12 月 31 日生效，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使用。

《会计准则》是参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分

为两个部分：《财务报告准则》和《一般财务报告准则》。

《财务报告准则》是直接采用2004 年版《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包括《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15 条国际会计准则

（IAS）及 1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适用对象主要是

澳门的大型企业，以及某些影响公众利益的特定性质企业，

包括：（1）与澳门政府签订经营承批合约的承批实体；（2）

保险机构；（3）受金融体系法律制度规范的机构，包括银

行、金融中介公司等；（4）离岸业务机构；（5）股份有限

公司；（6）股份两合公司。《财务报告准则》的内容包括：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 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

《国际会计准则第2 号——存货》

《国际会计准则第7 号——现金流量表》

《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

《国际会计准则第 10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国际会计准则第 11 号——建造合同》

《国际会计准则第12 号——所得税》

《国际会计准则第 16 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国际会计准则第17 号——租凭》

《国际会计准则第18 号——收入》

《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汇率变动的影响》

《国际会计准则第23 号——借款费用》

《国际会计准则第36 号——资产减值》

《国际会计准则第 37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

产》

《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

《一般财务报告准则》是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核

心准则为基础制定的相对简化的会计准则，主要适用于除强

制必须遵守《财务报告准则》的企业及实体以外，其它根据

法例规定需要具备适当会计编制的企业和实体，主要为澳门

中小型企业，此类企业除强制使用《一般财务报告准则》

外，还可因应其自身需要选用《财务报告准则》，但在同一

营业年度必须使用同一准则。

《一般财务报告准则》包括：财务报告框架、词汇定义

和下列 15 条条文：

第 1 条  财务报表的列报

第2 条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第 3 条  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第4 条  租赁

第5 条  无形资产

第6 条  存货

第7 条  政府补助和政府援助

第8 条  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第 9 条  收入

第 10 条  建造合同

第 11条  借款费用

第 12 条  所得税

第 13 条  汇率变动的影响

第 14 条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第 15 条  关联方披露

《会计准则》同时规范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基本格

式，这是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表内

披露的最低要求。

（二）《核数师通则》和《会计师通则》的修订咨询

委员会对规范澳门会计职业之《核数师通则》和《会

计师通则》的修订工作于 2005 年 6 月底展开，首阶段是广

泛咨询本澳业界对修改两个通则的意见。

《核数师通则》和《会计师通则》于 1999 年 11 月 1 日

颁布实施，其后，相关法例不断推出，包括《核数准则》、

《核数实务准则》、《注册核数师职业道德守则》等，新会计

准则也于今年正式颁布。为进一步完善本澳核数和会计专业

的法例，委员会适时地开展了对两个通则进行检讨和修订的

工作，以配合其它各项法例的实施。首次咨询为期半年，委

员会向所有注册核数师、注册会计师、核数公司以及各专业

团体、商界、学术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等发出超过300 份咨

询问卷，多方征询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三）草拟《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随着《注册核数师职业道德守则》于2004 年 11 月顺利

实施，2005 年，委员会继续草拟了《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以进一步完善澳门核数/会计界专业操守方面的法律规

范，并计划于2006 年初向业界进行咨询。

二、专业准则的推广、培训工作

为配合澳门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对外咨询顺利进行，

委员会在2005 年4 月先后举行面对公众和中小企业的讲解

会，详细介绍“意见稿”的设计理念和内容，同与会人仕交

流和分享对“意见稿”的初步意见，并通过面对面的互动交

流，掌握第一手的反馈意见，以利于后期意见分析、修订阶

段的工作，最终制定适合澳门实际情况的会计准则。

同时，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在澳门会计专业规范中首次

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意见稿”的咨询修订过程

中，委员会联同本地4 个会计专业团体：“澳门核数师会计

师公会”、“澳门注册核数师公会”、“澳门会计师公会”和

“澳门注册会计师公会”，以及学术机构“澳门管理专业协

会”于2005 年9 月共同举办了为期 3 个月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培训课程，邀请 “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以及“澳门理工学院”的资深教授担任培训导师，以配合澳

门地区会计专业的长远发展，为日后法规的正式实施打下基

础。

三、会务及行政工作

在新修订的《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规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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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扩大了委员会的组织架构，由原来5 名成员，增加至9

名成员。此外，由于会务不断扩张，除了迁入新的会址外，

还增聘了数字工作人员以应付工作需要。

2005 年 4 月，《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通讯》

创刊号正式出版。通讯每季度出版一次，包括中文版和葡文

版，旨在通过更多元化的方式，定期向业界和有兴趣人仕提

供更详尽的信息，包括最新的法规、准则、行业动态等。

四、执业考核试

新的注册考核试制度由 2005 年度起实施。过往要求全

部科目一次性考试合格，才可获得注册资格，从 2005 年度

起改为两年内全部科目合格。此外，从 2005 年度考试起，

整个考期由两个星期延长至五个星期，从 11 月中旬至 12 月

中，每周日举行一科考试，每科考试时间为3 小时。考试制

度的改革，是希望响应大部份在职考生的要求，让考生能有

更充分的时间准备相关的科目考试，以及与邻近地区的考试

制度接轨。

五、加强与国际会计业界的联系

2005 年 8 月，委员会派员前往吉隆坡拜访亚太会计师联

合会（CAPA）。这次访问是两会的首次接触，双方互相介绍

了各自团体的概况，同时，委员会与会人员应邀出席 11 月 8

日至11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亚太会计师联合会年会，向与

会的 CAPA 成员代表和嘉宾介绍了委员会的职能、澳门的注

册及考试制度和配合经济发展的会计准则改革等情况。

第五届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于 2005 年 9 月 6

日及7 日在西安举行，该会议是中日韩三国的会计准则制定

机构：中国财政部、日本会计准则理事会、韩国会计准则理

事会每年定期召开的专业会议，今年首次邀请澳门相关机构

列席会议。在会议中，委员会与会人员介绍了澳门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的具体计划和该计划的进展情况，与来自四地

以及应邀与会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代表共同分享了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经验。

2005 年 11 月3 日，首次正式拜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机构性质、职能和工作情况等，并商

谈了日后在考试、培训、监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六、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议二于2005 年 10 月 21 日在澳门签署，从 2006 年 1 月 1 日

起，澳门核数公司和核数师在内地临时办理有关业务时，申

请的“临时执业许可证”有效期由一年延长至两年。

附录一：2005 年大事记

1. 2005 年 3 月，澳门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进行咨询。

2. 2005 年4 月，《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通

讯》创刊号出版。

3. 2005 年6 月，《核数师通则》和《会计师通则》的

首阶段咨询工作展开。

4. 2005 年 6 月，本年度注册考核试开始报名，从本年

度开始，实施新的考试制度。

5. 2005 年 8 月，委员会首次拜访亚太会计师联合会

（CAPA）。

6. 2005 年9 月，委员会应邀参加在西安举行的第五届

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

7. 2005 年 11月 3 日，委员会首次正式拜访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

8. 2005 年 11月 8—11 日，委员会应邀出席在韩国首尔

举行的亚太会计师联合会年会。

9. 2005 年12月31日，澳门《会计准则》正式文本经第

25/2005 号行政法规核准正式生效，2007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使

用。

附录二：澳门核数、会计专业现行的

主要监管法例

第2/2005 行政长官批示核准之《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

委员会规章》

第36/2004号行政法规核准《注册核数师职业道德守

则》

第23/2004 号行政法规核准《核数准则》

第68/2004 号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核准之《核数实务准

则》

第25/2005 号行政法规核准《会计准则》

第71/99/M 号法令—核准《核数师通则》

第72/99/M 号法令—核准《会计师通则》

第240/GM /99 号批示—核准给予核数师及核数公司执

业准照及专业证式样

第241/GM /99 号批示—核准给予会计师及会计公司执

业准照及专业证式样

附录三：委员会架构

委员会按照第 2/2005 号行政长官批示的《核数师暨会

计师注册委员会规章》，由九名成员组成。2006 年度“核数

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如下：

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册委员会

主 席：刘玉叶（财政局副局长兼任）

正选委员：容志聪（财政局）

黎恒宣（财政局）

梁金泉（业界代表）

郑坚立（业界代表）

候补委员：高嘉仪（财政局）

梁洁欢（财政局）

马健华（业界代表）

杨才坚（业界代表）

（澳门核数师暨会计师注协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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