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被选送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进一步深造。

（二）继续开展2004年度高级会计师的评审工作，全年

接受审报178 人，评审通过 129 人。同时，按照财政部的有

关规定，从2005 年起改革高级会计师的评审方法，对高级

会计师任职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方法，年内组

织2 098 人参加2005 年度高级会计师评审的评前考试，其

中，835 人成绩合格，取得了参加2005 年及以后年度的高级

会计师评审资格。

（三）按照财政部关于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新规定，全

市各级财政部门完成了每年两次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累计

报考92 247 人，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科目合格29 699 人，会

计基础科目合格30 198 人。

（四）根据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经

财政、人事部门的共同努力，完成了 2005 年度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上海考区的各项考务工作和2006 年度的考

试报名工作。2005 年度全市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初级和中

级资格考试的人数共51 726 人，中级合格5 766 人，初级合

格4 917 人。

（五）按照上海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有关规定，全市

各级财政部门共安排33.8 万名会计人员参加了继续教育。

七、会计相关行政审批工作

（一）市财政局按照《行政许可法》和财政部新颁布的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会计师

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等规章的要求，结合实际，制

定了具体实施办法。通过上海财税网及各区、县政府的有关

网站，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领、代理记账机构设立、会

计师事务所设立等审批事项的公开信息，增强透明度，接受

社会监督，确保了各相关工作严格按照新办法规定的条件及

程序办理。2005 年 累计 审批、核 发会计从业资 格证

书19 506 张，批准设立代理记账机构 166 家，批准包括新设

会计师事务所及外省、市会计师事务所在沪设立分所等行政

审批事项共43 项。

（二）财政部门继续加强会计管理相关事项的备案工作。

根据信息技术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口规范的国家标准，市财

政局开发了会计电算化备案检测相关软件，各级财政部门按

照《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

和《信息技术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口规范》等制度的规定，

累计对600 家会计电算化用户进行了备案，应用该检测软

件，严格审核备案用户提供的材料，对不符合规定的用户，

责令整改，并及时进行跟踪检查。

八、会计学术活动

（一）会计理论研究继续深入。根据市会计学会的安排，

所属各分支机构和团体会员纷纷确定课题开展研讨活动，主

要完成了《会计独立性研究》、《贯彻实施新会计制度》、

《会计法规体系的研究》、《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若干会计问题

的研究》等一批重大课题的研究。上海市预算会计学会组织

有关专家开展了“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并推动和指导区、县级学会开展有相应的研究工作，形成研

究报告20 篇，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二）加强学术交流和科普工作。市会计学会先后举办

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当前经济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如

何搞好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会计思

考等主题的学术报告会，开设了贯彻实施《会计法》 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专题讲座，组织有关专家参加了全市学

术性社团联合举办的社会科学大型义务咨询活动，承担了涉

及会计及相关法规的咨询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三）开展会计学术成果的评比工作。市会计学会继续

开展每年一度的潘序伦中青年会计、审计优秀论文奖的评比

活动，共收到参评论文47 篇，经学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评

出优秀论文 12 篇。

（上海市财政局供稿  钟恒执笔）

重庆市会计工作

2005 年，重庆市会计管理工作在宣传、贯彻《会计

法》、纪念会计法实行20 周年、强化会计服务和监管，加强

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管理，宣传贯彻新会计制度和会计准

则、进一步完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体系、加强会计队伍

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隆重纪念会计法施行20 周年

（一）开展有奖征文活动。5 月至7 月，市财政局举办、

市会计学会承办“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颁布实

施20 周年征文活动”，收到专题征文171篇。

（二）评选重庆市杰出会计工作者和先进会计工作者。

评选出 10 名重庆市杰出会计工作者和20 名先进会计工作

者，其中1 人获得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全市各区

县和市级主管部门、单位也纷纷在本地区、行业内开展了评

优评先活动。

（三）开展纪念会计法宣传周活动。市财政局印制了 3

万份会计法知识问答宣传资料，制作了宣传光盘，在宣传周

内滚动播放、发放，在《重庆日报》上刊登会计法和会计知

识问答，制作了30 秒的公益广告，在重庆卫视等6 套电视

节目的黄金时段滚动播出。同时，各区县、各部门也开展了

各种宣传活动。

（四）召开纪念会计法施行20 周年座谈会暨重庆市杰出

会计人员表彰大会，市委法建办、市人大财经委、市政府法

制办、市财政局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五）组织重庆市会计法施行20 周年成果展示活动。市

财政局组织了区县（自治县、市）财政局、市级主管部门、

大型企业（集团）、在渝高校、会计类社团组织等30 多家单

位对会计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会计管理工作、会计法执行、

监督、检查情况、会计人员学历教育、会计中介机构发展、

会计学术成果、会计队伍状况、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

部控制制度实施、依法理财促进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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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开展了会计法知识现场有奖竞猜、现场咨询。

二、贯彻《行政许可法》，探索依法开展会计管

理工作的新模式

一是制定了《重庆市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和《重庆市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依法加强全市会

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和对代理记账机构的管理。市财政

局依照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要求，改变了以前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实行年审的管理方式，重新修改了会计人员办

事指南，制定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办、注册、变更、调转

程序、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报名和成绩通知程序、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登记程序等，实现了在《行政许可法》框架下的对

会计人员的有效管理。二是市财政局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

批和监督暂行办法》制作了《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备案流程

图》和13 种规范文本等，健全了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和公示

制度。2005 年7 月，市财政局举办了会计行政许可事项培训

班，各区县100 名会计科长和经办人参加了培训。

三、完善《 会计法》 执行情况检查的各项规章

制度

2005 年，市财政局制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具体实施

<会计法> “法律责任”自由裁量权的意见（内部使用）》，

将会计法中有自由裁量权的条款予以细化，确定了一个具体

实施会计法的处罚原则及处罚标准，作为今后市财政局执法

共同掌握的依据，以克服执法检查和处罚过程中的人为、主

观因素，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处罚到位。为了规

范会计执法检查行为，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市财政局建立

了全市会计法执法检查的专门队伍——外聘专业人员库，该

人员库包含了74 名业务熟练、思想素质高的会计人员，将

成为今后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的中坚力量，大大的缓解

以前仅仅依靠行政人员开展检查工作时工作量大、人手少的

矛盾。此外，市财政局还相应规定了外聘人员补贴和费用标

准。各区县财政部门都将会计法执法检查工作作为了日常监

管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贯彻会计制度，将会计基础规范化工作引

向深入

2005 年，是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步伐加快的一年，财

政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市财政局非

常重视意见的征求工作，多次以重庆市会计学会高校会计分

会为平台，组织市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会计专家专题研讨这些

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并将研究的意见和建议及时通过网络和

书面反馈给财政部。对于财政部发布的有关核算办法、会计

处理规定等，市财政局及时与所涉及的主管部门联系，共同

研究贯彻的办法。另市财政局注重在日常的工作中及时发现

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着手研究解决，对在城

市拆迁过程中企业取得的拆迁补偿资金如何处理的问题进行

了调研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报财政部。

2005 年，市财政局将宣传、贯彻、培训新会计制度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这些新制度纳入本年度的继续教育培

训内容，并与市国资委紧密配合在市级大型企业集团中推进

《企业会计制度》，批准市级企业、集团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全市大型企业、集团都陆续开展或完成清产核资工作，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的工作已在全市铺开。

五、做好考试工作

2005 年重庆市继续开展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全市

报名参考人数为563 人，实际考试人数为443 人，出考率为

78.7% ，考试合格人数为335。参加高会申报人数为311 人，

评审通过人数为184 人，评审合格率为59.1% 。

2005 年，继续组织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中级考试。

全市共报名参考人数22 278 人，其中中级15 502 人，初

级6 776 人。完成了2006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报名工

作。全 市 共 有28 611 人 报 名 参 加 考 试，其 中：初

级6 580 人，中级22 081人。

2005 年，市财政局举办 2 期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共23 124 人参加考试。

六、开展高级会计人才和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

人才的选拔工作

按照财政部的关于选拔和培养高级会计人才和会计学科

带头人后备人才的通知要求，市财政局向财政部推荐了9 名

实务界的会计人才和3 名学术界的带头人后备人才。并将这

项工作列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着手制定全市的会计

人才培养方案，着力培养一支和重庆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会

计人才队伍。

七、继续完善其他会计日常工作

（一）2005 年共审查新设事务所、分所材料 12 项，变

更、终止、整改事务所34 项。完成财政部2 个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反馈工作。对 2004 年的 78 户会计师事务所和21 户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情况进行了汇总上报。

（二）2005 年累计完成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80 000 人

次；重新编写了会计电算化初级培训教材；组织初级电算化

考试为19 289 人，合格人员 12 844 人，合格率为72.9% 。

（三）全年新办会计从业资格证书688 个，补办 120 个，

变更1 035 个，办理转入、转出3 786 人次。

（四）重新开展了发放会计人员30 年荣誉证书工作，共

审核发放荣誉证书1 830 个。

（五）继续办好重庆会计之家网站，将全国和本市的最

近会计咨询、会计管理工作动态、会计人员关心的考试信息

及时上网。

（六）继续发挥会计学会、总会计师协会的桥梁纽带作

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学术研讨。2005 年，市财政局会同

会计学会编辑完成了《2004 和 2005 年度获奖论文集》和

《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 周年征文汇编》；总会计师协会在

成立的3 年来已有单位会员155 家。

（重庆市财政局供稿  刘静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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