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 人，增长59.72% ，实际参考率为79.77% 。

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原有的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办法进行对照清理。取消会计从业资格的年检制度，依法

做好会计从业资格的申领工作，坚持限时办结制度，提高政

府行政效率。认真组织对全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指导工

作；组织全省高级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2005 年全省开

办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 3 期，参加人员达 1 800 多

人；开展政府网上会计管理业务咨询活动，及时回答会计人

员提出的日常问题，据统计，全年通过省财政厅网站回答会

计人员提问 2 400 多条，占同期财政网上所有业务咨询的

96% 以上，进一步加强了政府与广大会计人员的联系与沟

通。

六、做好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工作

2004 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评审工作于 2005 年

4 月下旬结束，经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全省又有757 人取得

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至此，全省历年通过省高评委评审取

得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的累计人数为3 812 人。同时，加大

对虚报、冒报高级会计师评审人员的处理。上半年，经调查

核实，会同省人事厅，取消高级会计师资格3 人。

2005 年，全省共有3 260 人报名参加高级会计师考试，

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2 152 人，参考率为66% 。考试符合国

家合格标准的为768 人，省定合格标准的为306 人。

此外，加大对省会计学会、省总会计师协会、省珠算协

会的工作指导力度。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力量，发挥会计学会

联系政府与企业、会计人员的桥梁工作，开展会计理论学术

研究及交流；开展优秀会计学术成果、优秀会计征文评比，

鼓励学会、协会在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继续

教育的辅导和推进会计管理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省财政厅供稿  程少春执笔）

宁波市会计工作

2005 年，宁波市会计管理工作以纪念《会计法》颁布

实施20 周年为契机，大力宣传、贯彻、执行《会计法》和

新会计制度，评选表彰优秀会计工作者，开展会计执法检

查，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营造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完善、

细化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等有关制度，抓

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各类会计考试管理，有效促进了本地

区会计工作的发展。

一、组织《会计法》实施20 周年纪念活动

2005 年是《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结合宁波市会

计管理工作实际，制定了全市纪念《会计法》实施 20 周年

宣传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印发了《关于组织会计法实施 20

周年纪念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评选表彰宁波市优

秀会计工作者的通知》，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一是

开展了评选表彰宁波市优秀会计工作者活动。通过各县

（市）区和市级部门、单位采取适当方式评选推荐，经向有

关监管部门征求意见、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网上

公示等程序，最终评选出50 名宁波市优秀会计工作者，同

时评选推荐出 5 人，作为全国、省优秀会计工作者候选人。

在全国、全省评选中，1人被评为全国优秀会计工作者，1人

被评为浙江省先进会计工作者。二是组织了纪念《会计法》

20 周年征文活动。各地结合会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计理论

研讨会、优秀会计人员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发动广大会计人

员积极写稿，共征集文章 76 篇。通过组织专家评审，评出

获奖优秀文章 20 篇。三是通过组织会计知识现场咨询、举

办会计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深入、广泛宣传会计法规和知识，增强全社会会计法律意

识。

二、新会计制度的贯彻实施和新会计准则调研

2005 年，财政部制定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等统

一会计制度，并陆续修订发布了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广泛

征求意见。宁波市财政局认真抓好新会计制度的宣传贯彻和

新会计准则调研。一是抓好新会计制度培训。与宁波市农业

局联合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培训班，参加培训

的有各县（市）区农业局经管科科长、乡（镇）农经站站

长等206 人；与宁波市民政局联合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市级民间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基金会的会计人员，各县（市）区民政局社团管

理部门负责同志等412 人。二是做好新会计准则征求意见工

作。召开了由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大专院校等方面会计专

家参加的座谈会，对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分部报告》、《企业会计准则一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外币折算》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

提出补充修改建议，并将有关意见及时上报财政部。三是充

分利用宁波市财政局外网平台，做好政策咨询服务。在“财

税通告”、“会计资讯”等栏目及时发布有关通知、公告，

并通过“业务咨询”答复会计业务咨询问题 1 506 个。四是

制订了《宁波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指导意见》，指导各培训

学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需求，采取各种

有效的方式开展培训。同时，加强对培训学校（或单位自行

组织培训）培训计划的审核，培训过程的追踪，培训效果的

评估、验收，把好培训质量关。

三、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一是认真贯彻实施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做好

新旧政策的衔接。新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从 2005

年3 月 1 日起实施，要求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毕业生申领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必须经“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科目考

试合格。为解决具有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毕业之日起 2 年内

的未领证人员以及 2005 年 3 月 1 日后毕业的中专以上会计

类专业应届毕业生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实际问题，宁波

市财政局根据新办法要求，为上述人员单独组织了一次会计

从业资格“财经法规与科技职业道德”科目考试，二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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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和规定，

结合当地会计管理工作实际，研究制订了《宁波市会计从业

资格管理实施办法》、《宁波市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并

于22005 年7 月 1 日起实施。

四、组织各类会计考试

（一）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市共有 11 253 人报名

参加2005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其中：5 377 人

报考了中级资格，5 876 人报考了初级资格。中级资格各科

目考试的综合到考率为43.53% ，初级资格考试的到考率为

63.30% 。2005 年度中级资格各科目考试的合格人数和合格

率分别为：财务管理 739 人，49.80% ；经济法 1 311 人，

61.75 % ；中级会计实务811人，46.48% 。过渡科目中级会

计实务（一）、中级会计实务（二）合格率均在85% 以上。

其中，一次报考全部3 科考试的合格率为25.12% 。初级资

格考试的合格人数为 1 135 人，合格率 30.52% ，其中：经

济法基础1 202 人，32.29% ；初级会计实务2 288人，61.52

% 。有775 人获得会计中级资格（包括2 年通过4 科考试人

员，其中当年一次性通过人数为255 人）。

共设置考点 16 个，考场437 间。初级到考7 408 人次，

到考率62.07% ，中级到考5 682 人次，到考率39.1% 。

（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2005 年上半年，全市共有 3

909 人参加《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到考率

96.8% ，考试合格率36.5% 。2005 年下半年，报名人数 22

794 人，所有考生都报考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科

目，另有17 815 人同时报考了《会计基础》科目的考试。

全市共有18 710 人参加了《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科

目的考试，到考率为82.08% ；13 803 人参加了《会计基础》

科目的考试，到考率77.48% 。全市有10 450 人通过《财经

法规 与 会 计 职 业 道 德》 考 试，合 格 率 为 55.85% ；

有7 681人通过了《会计基础》考试，合格率为55.65% 。

（三）注册会计师考试。2005 年全市共有4 032 人报名

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总科数为8 867 科，共

设置了4 个考点，实际参加考试2 662 人次，综合到考率30

% ，综合合格率为15.44 % 。

五、做好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工作

一是根据省财政厅《关于 2004 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

评结合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组织了由 15 位会计界专家

组成的宁波市会计专业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对全市 65 位

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人员及其申报材料进行了评审。经评审委

员会认真审核，并经无记名投票，有54 人通过市会计专业

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初评，推荐到浙江省高级会计师专业职

务评审委员会。经高评委评审，有44 人获得高级会计师专

业职务任职资格。二是做好 2005 年高级会计师的考试报名

和评审材料辅导工作。三是做好高级会计人才培训对象的选

拔推荐工作。宁波市有6 人参加考试，2 人进入面试，其中

1 人成为全国高级会计人才培训班成员。

六、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2005 年，宁波市会计学会，一是组织参加东南地区会计

学会第20次会计学术交流会。推荐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

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和《特殊交易视野下对生产成本和销售

成本倒轧表结构的探索》二篇论文被编入东南地区会计学术

论文汇编。二是组织召开财会人员为企业创造效益经验交流

会。共邀请了 12 位企业财务负责人，其中慈溪市进出口公

司财务负责人孙迪军、北仑热电厂财务负责人乐碧宏被推荐

参加全省财会人员为企业创造效益经验交流会，他们的经验

还被刊登在《浙江注册会计师》和《浙江财税与会计》上。

三是积极组织会员参加省会计学会举办的会计学术理论讲

座。宁波市组织参加两次会计理论讲座的人数有 120 名。四

是继续办好《宁波财税与会计》，加强会计类稿件的组稿工

作。2005 年共向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发放4 800 册。

（宁波市财政局供稿  李鹏程  执笔）

安徽省会计工作

2005 年，安徽省会计管理工作以纪念《会计法》实施

20 周年、开展会计人员评选表彰奖励、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管

理、组织会计专业相关考试、提高会计队伍素质为重点，圆

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被财政部评为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一

等奖。

一、开展纪念《会计法》实施20 周年活动

一是召开全省纪念《会计法》实施20 周年座谈会。安

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福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财政厅

厅长朱玉明及有关方面的五位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二是在

省财政厅政务公开栏刊出《会计法》实施20 周年宣传专栏，

在《安徽日报》上刊登《会计法》宣传专版，会同合肥市

财政局联合开展街头义务咨询活动，广泛宣传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依法做好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三是积极向财政

部推荐纪念《会计法》实施20 周年文艺晚会节目素材，以

安徽省金寨县涉农资金“一卡通”发放为原型的小品《较

真儿》被文艺晚会选用。四是指导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

宣传活动，使全省纪念《会计法》实施20 周年活动呈现出

“电视上有影，电台上有声，报纸上有文，网络上有栏，街

道上有形”的特点，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组织会计人员评选表彰奖励活动

2005 年，省财政厅、省人事厅联合开展了全省先进财会

工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作者（劳动模范）的评选表彰活动。

经过基层推荐、实地考核、领导小组审定、省级公示等环

节，全省共评选出 50 个先进财会工作集体（行政单位 16

家、事业单位7 家、企业单位26 家、中介机构 1 家）和148

名先进会计工作者（行政单位63 人、事业单位 25 人、企业

单位58 人、中介机构2 人）。在此基础上，推选出5 名先进

会计工作者上报财政部，作为安徽省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推

荐人选。经财政部评选，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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