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两次组织3 万多人参加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近1.7 万人。二是开发研制了会计

从业资格软件，全省联网，对全省42 万会计人员的后续管

理，实行会计从业资格注册、调转、变更以及继续教育登记

等四项制度。全省完成 30 万人次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目标任务，并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登记确认。三是依法吊

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6 起，严格会计从业资格退出机制。

（二）实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制度。一是组织近6

万人参加初、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二是继续试行高

级会计师考试结合制度，近2 000 人参加全国高级会计师的

考试，两次组织高级会计师评审，共通过394 人。

（三）实施高级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制度。按照财政部要

求，11月，经过单位推荐，层层筛选出高级会计领军人才候

选人20 多名，经过省厅组织的国家统一考试，其中 1 名入

选。
（四）依法表彰先进会计工作者。在纪念《会计法》20

周年的活动中，全省遴选出1 名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25 名

四川省先进会计工作者。与此同时各级表彰的先进会计工作

者共642 人，先进单位464 个，起到了良好的表彰宣传辐射

效果。

（四川省财政厅供稿）

贵州省会计工作

2005 年，贵州省会计管理工作以贯彻《会计法》、《注

册会计师法》、《行政许可法》为主线，积极推进各项会计

改革，进一步贯彻实施各项会计法规、制度和准则，加强会

计队伍执业能力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着力培养高素质会计

人才。

一、积极开展《会计法》颁布20 周年纪念活动

（一）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宣传《会计法》。按照财政

部的统一部署，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纪念 <会计法> 实

施20 周年宣传活动的通知》，各地各部门采取丰富多彩的形

式，广泛开展纪念《会计法》颁布20 周年宣传活动。省财

政厅分别向9 个市、州、地财政部门拨付 5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补助各地纪念《会计法》宣传活动经费。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除了在城市公共场所、交通干线发放《会计法》单行

本、悬挂宣传汽球、标语外，还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宣传《会计法》。黔东南州、黔南州开展

了以检查会计基础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法》执法检查，

铜仁地区组织了纪念《会计法》有奖知识竞赛，安顺市开展

对市属教育系统、农村信用联社会计工作检查和纪念《会计

法》颁布20 周年有奖征文活动。

（二）组织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评选活动。省财政厅成

立了以李隆昌厅长为组长的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领

导小组和相应评审机构。省直有关部门、各地区财政部门也

相应成立了以本部门负责人为组长的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

彰领导小组和相应评审机构，负责本地区的先进会计工作者

评选表彰工作。省直有关部门、各地区财政部门在对本行政

区域范围内的先进会计工作者进行评选和表彰的基础上，向

省财政厅推选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候选人。经过各地区、各

部门和各单位严格审查、推荐，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和媒体

公示，并报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审核同

意，共有20 名会计人员被评选为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其

中1 人获全国优秀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

二、规范行政审批，切实依法行政

（一）认真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行政许可审批。

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省财政厅及时转发了财政部《会

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结合贵州省实际情况制定了

《关于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管理的通知》及涉及会计行政审批

的相关补充规定，于 2005 年 3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要求各

地财政部门对代理记账业务、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必须严格按

照《会计法》和上述有关《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批，并要

求各地财政部门必须将有关情况报省财政厅备案，以加强对

地区会计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二）严格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强化会计师事务所后续

监管。《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实施后，省财

政厅对申请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严格按规定的条件进行审

批，并对新旧政策衔接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和解释。与此同

时，利用与财政部联网的注册会计师行政管理系统，随时了

解和监督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情况。2005 年，全省

共审批设立了会计师事务所 4 家，其中：有限责任制 2 家，

合伙制2 家。

（三）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为认真贯彻《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省财政

厅在及时转发文件的同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严格对照《办

法》规定的条件进行检查、整改，并于5 月 31 日前将 2004

年的基本情况报送省财政厅。至 2004 年底，全省共有会计

师事务所 60 家，其中：有限责任制 40 家，合伙制 13 家，

分所7 家。全省按规定应报送2004 年备案材料的会计师事

务所（不含分所）50 家，截止6 月 30 日，共收到备案材料

36 家。从会计师事务所报送的备案情况看，呈现出两个比较

明显的特点：一是执业注册会计师数量少。在上述 36 家会

计师事务所中，注册会计师 20 名（含 20 名）以下的有 32

家，注册会计师 20— 50 名的有 4 家。二是经营规模小。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中，业务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有 20 家，

100 万至 1000 万元的有 16 家。

省财政厅重点审查了会计师事务所股东和合伙人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接受业务检查、被处罚情况以

及由于执业中涉及法律诉讼情况。从各会计师事务所报送的

自查汇报材料看，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能自觉遵守

执业规则、准则和职业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

面：1. 部分会计事务所股东不是注册会计师。2. 个别股东

达不到规定的执业年限。3. 个别会计师事务所达不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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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人数。4. 个别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数量达不到

设立分所规定条件。这些问题主要因新旧政策规定的差异以

及会计师事务所股东变更不严格遵循备案审查规定程序所

致。

（四）清理代理记账机构，加强代理记账业务监管。

为加强对全省代理记账业务的管理，省财政厅规定代理

记账许可证书由省统一发放，各级代理记账业务审批机关在

办理代理记账许可证时，必须同时报送相关备案材料，从而

实现对全省代理记账机构的全面管理和监督。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还对历年经批准设立的代理记账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

截止2005 年底，全省经审批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机构共有

28 家。

三、加强会计制度建设，完善会计标准体系

（一）积极推进各项会计制度和准则的施行。为确保各

项会计制度的顺利实施，各级财政部门及时转发了《村集体

经济组织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规定》、《投资企业会计核算办

法》、《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电影企业会计核算办法》

等文件，省财政厅与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拟定了

《关于做好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 工作的通知》，为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管国有企业2006 年起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及相关准则做好充分准备。

（二）加强新会计制度、准则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为做好新制度的贯彻实施，省财政厅先后配合省民政厅、省

交通厅、省工商局、省国有企业监事会、省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等单位开展了《企业会计制度》及其有关问题解

答、《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会计制度和准则培训，

各地财政部门也积极开展《小企业会计制度》、《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等新会计

制度、会计核算办法的宣传培训工作。

为促使会计人员知识更新，推动各项会计法规、制度和

准则的实施，各级财政部门继续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重点依托各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组织，充分

发挥各大、中专财经院校、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点的培

训职能，根据新出台的各项法规制度拟定了《关于2005 年

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主要内容的通知》，分别针对不同

部门和行业的性质对培训主要内容提出指导性要求。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主要培训《行政许可法》、《会计职业道德规

范》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资金支付办法及会计核算办法；一

般企业主要培训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相关准则及执行《企业

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小企业主要培训内部

会计控制规范、《小企业会计制度》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规

定；民间非营利组织主要培训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规定；村集体经济

组织主要培训《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会

计制度》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规定。在此基础上，各级财政

部门加强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部门、单位会计培训的指

导和监督，提高培训质量，确保会计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

高。2005 年度全省共有86 234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继续教育

培训。

（三）了解新制度、准则执行情况，做好新制度、准则

出台前的征求意见工作。2005 年，贵州省国有企业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的推行力度进一步加

大。在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已全面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及有关部

门对国有企业、小企业执行新制度作出具体的安排和布置。

民间非营利组织已于年初完成了新旧会计制度衔接，2005 年

正式实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为做好新会计法规规章出台前的意见征求工作，省财政

厅采取行文、问卷调查、集中讨论等方式认真讨论了财政部

拟出台的具体会计准则、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会计法规、制度和办法，形成书面材料上报财政

部。

四、继续推进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会计电算

化

取消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会计电算化行政审批后，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转变工作方法，改进和完善管理方

式，及时帮助和支持各单位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会计

电算化工作，帮助单位解决在确认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会

计电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单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2005 年全省共有6 家单位实现了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8 家单位实行会计电算化。

五、加强日常工作管理

（一）做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2005 年4 月 16

日至 17 日，省财政厅受委托组织召开了财政部会计评价工

作研讨会，财政部会计评价中心领导及山西、内蒙古、河

南、天津等8 个省、市会计考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财

政部会计评价中心领导对贵州省会计考办近年来的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评价工作给予了肯定，各与会代表还就会计专业技

术考试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进行了交流。会后，省财政厅专门

召开了全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会议，对 2005

年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进行安排和布置，并对考务

有关内容进行了培训。2005 年全省共有 19 924 人报名，其

中报考初级8 085 人，报考中级 11 839 人。初级合格 837 人，

合格率 10.35% ，中级 1 166 人，其中三科一次合格 299 人，

两年滚动合格867 人。

（二）做好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工作。2005 年度会计

从业资格考试工作于 3 月初开始报名，7 月份举行，8 月底

结束。全省报名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14 613 人。

（三）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为认真贯彻《行政许可

法》，省财政厅在已取消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会计电算

化、会计职称考试考前培训、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行政审批

基础上，从3 月份起进一步取消了会计从业资格证的年检，

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注册登

记制度。与此同时，结合贵州省实际制定了补充规定，明确

划分了省、地、县三级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范围和职责，要

求会计人员按规定自觉参加继续教育。2005 年全省共办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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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从业资格证8 735 本，共有9 237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初级会

计电算化的培训。各级财政部门采取定期检查与日常检查相

结合的形式，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执业质量、继续

教育等方面实施监督检查，通过建立持证人员从业信息系

统，及时记载、更新持证人员的个人信息，对会计从业资格

进行动态管理。

（四）开展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按照财

政部的安排和要求，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高级会计师资格

考评结合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财政部门认真做好高

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的组织、宣传、解释和报名工

作。2005 年全省共有777 人报名，实际参加考试440 人。合

格 188 人，其中：国家级合格 16 人，省级合格 172 人。12

月26 日至27 日，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

申报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评审，经评审全省共有 19 名会计人

员取得了高级会计师资格。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  张琦  潘昌福执笔）

云南省会计工作

自2005 年以来，云南省会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全省财

政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以《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为契

机，深入宣传贯彻《会计法》、《云南省会计条例》，表彰先

进，倡导诚信，加大会计执法检查力度，改革会计管理方

式，全面贯彻落实新会计制度，着力培养高级会计人才，加

强会计学会工作，各项会计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隆重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 周年

云南省以《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为契机，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的宣传贯彻活动。一是省财政厅与省人大财经

委、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法制办联合召开了纪念《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法》施行 20 周年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戴光禄、省财政厅厅长曹建方、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黄思

铭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各方面代表250 多人参加了会议，云

南电视台、云南日报等省内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二是省财政厅和省会计学会联合组织了纪念《会计法》颁布

实施20 周年有奖征文活动，收到征文400 余篇，编辑出版

了论文集。三是印制了大型彩色宣传资料《云南会计工作 -

云南省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 周年纪念活动专集》，全面总

结和展示了全省各级纪念会计法实施 20 周年的情况。四是

组织开展了云南省会计条例知识竞赛，全省共计收到答卷 8

万余份，评选出28 个单位组织奖，854 名个人优胜奖。五是

各级财政部门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座谈会、宣传周、上

街宣传、知识竞赛、文艺活动、图片展览等形式多样、生动

活泼的系列纪念活动，在全省掀起了宣传《会计法》的新高

潮。全省有 128 名省、厅级领导参加了纪念活动，共计组织

76 366 人次会计人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二、建立有效的会计管理工作新机制

一是根据《云南省 2006 年—2010 年全省财政发展规

划》的精神，制定了《2006 年—2010 年全省会计管理工作

发展规划》，规划对“十五”期间的会计管理工作作了全面

总结，提出了“十一五”期间会计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思路

和规划。二是据财政部新发布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和《代理记账管理办法》，重新制定了《云南省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实施办法》和《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新

办法将省级工作重点放在加强宏观管理和政策指导上，具体

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均转移到州市和县区，以充分发挥基层管

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的地理优势和信息优势，提高管理效

率。三是在省财政厅网站上制作了会计处办事指南、会计法

规和政策、会计行政许可事项、会计行政审批事项等栏目，

在办公场所和省财政厅网站公布了《云南省会计管理行政许

可事项公示表》，使会计行政管理工作更加便民、高效。三

是开展总会计师职业现状调查和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情况调

查，对我省总会计师的职业状况和会计信息化建设开展调查

研究，形成了研究报告，提出今后的工作思路。

三、努力打造积极向上的会计新风尚

为进一步弘扬正气，倡导诚信，云南省开展了评选表彰

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活动。省财政厅成立了评选表彰领

导小组，由省财政厅副厅长肖晓鹏任组长，纪检组长龙光伟

和总会计师杨利邦任副组长，并由财政厅办公室等部门负责

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单位推荐、领导小组核实和评

选等工作，全省评选出 20 名杰出会计工作者和 100 名先进

工作者，评选范围包括了全省54 个部门和行业、16 个州市，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四、着力培养复合型会计领军人才

一是抓好高级会计人才选拔培训和会计学术带头人工

作。按照财政部高级会计人才选拔培训和会计学术带头人后

备人才选拔的要求，在各大中型企业和各有关单位全面开展

了会计领军人才的选拔工作，组织 23 名符合条件的会计人

员参加了全国选拔。二是建立高级会计人才跟踪培训制度和

高级会计人才库。研究和制定全省高级会计人才跟踪培训计

划和方案，建立高级会计人才库，准备有计划、有重点地培

养我省会计领军人才。三是结合高级会计师考试，培养高级

会计人才。依托高校，聘请省内外会计专家，组织高级会计

师考试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取得良好效果。2005 年，全省高

级会计师考试有237 人达到全国合格标准，通过率 28.38% ，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四是继续举办高级会计人才培训，共计

组织300 多名会计机构负责人到上海财经大学进行高级会计

人才培训。

五、开展《会计法》、《云南省会计条例》执法

检查

2005 年，云南省在连续五年开展会计执法检查工作的基

础上，继续开展会计执法检查。一是将《会计法》、《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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