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日程安排、考试成绩查询、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材料

申报等工作的实效性强且涉及面广的文件，在印发文件的同

时，及时在网站公布。还将拟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发起人在

网上公告，实行政务公开，接受各界监督，确保广大会计人

员在第一时间内看到他们最关心的会计事务管理内容。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  王春生  韦海青执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会计工作

200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会计管理工作以纪念《会

计法》颁布实施二十年为契机，以深入宣传贯彻《会计法》

为中心，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

了较大进展。

一、纪念《会计法》实施二十周年系列活动成

效显著

（一）纪念《会计法》实施二十周年座谈会引起广泛

关注。为贯彻传达财政部，全国人大财经委、法工委和国务

院法制办4 月29 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纪念会计法施

行20 周年座谈会精神，5 月 13 日，自治区财政召开财政系

统“纪念《会计法》实施二十周年座谈会”，畅谈《会计

法》实施二十年以来自治区会计和会计管理工作取得的成就

和成功经验，研究探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一步贯彻实施

《会计法》，深化会计改革，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政能力和

公共服务水平的办法和措施。为在全社会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会计法》的新高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委、自治区

人大法工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和自治区财政厅于7 月

16 日在乌鲁木齐市联合召开《会计法》颁布实施20 周年纪

念大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列力汗·马米汗出席纪

念大会并讲话。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李学军、自治区人民政府

法制办主任许观斌作了讲话，有关方面的代表也在会上作了

发言。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高一斌专程到会指导。自治区各

主管部门、地方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行业、企事业单位和

财经院校的200 多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情况经《新疆日

报》、《新疆经济报》和新疆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宣传报道后，

在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贯彻《会计法》的新热潮。

（二）开展自治区“双先”评选表彰活动振奋人心。评

选表彰会计“双先”是贯彻落实《会计法》、实施 “人才强

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财政厅十分重视此项活

动，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7 月 18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成

立以张庆黎常务副主席为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雷

以亮、财政厅厅长、人事厅厅长、总工会主席为副组长，财

政、人事、工会等相关工作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自治区第四

次先进财会工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

组。印发了《关于开展自治区第四次先进财会工作集体和先

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和自

治区各单位相继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人事、财政（财务）、

工会有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或办事机构，制

定本地区的评选表彰办法，以不同形式层层开展评选推荐活

动。本着突出先进性、代表性和公认性的要求，经专家评审

委员会对85 个先进财会工作候选集体、163 人先进会计工作

者候选人的认真评议、兼顾地区和行业平衡，确定 50 个先

进财会工作集体候选人和60 名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建议

名单，经自治区“双先”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批准并公

示，自治区人民政府表彰了自治区先进财会工作集体50 个，

先进会计工作者60 名。11 月24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昆仑

宾馆隆重召开自治区第四次先进财会工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

作者表彰大会，自治区人民政府钱智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达列力汗·马米汗出席大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阎勤宣读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先进财会工作集体”和“先进会计工作者”的决定。全体

先进会计工作者代表向全区会计工作者发出了依法理财，维

护经济秩序；恪尽职守，共筑会计诚信；提高素质，服务经

济发展；爱岗敬业，倡导无私奉献的倡议。为进一步扩大宣

传，自治区财政厅编辑出版自治区会计 “双先”代表事迹汇

集和纪念会计法专辑画册。在评选表彰自治区“双先”的基

础上，评审委员会推荐新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

计师徐春林、新疆电视台计划财务结算中心主任亚力坤·热

合木都拉、和田地区客运总站财务科科长买赛地·阿布拉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新疆建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徐春林被财政部评为

“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的亲切

接见。

（三）有奖征文活动引起广泛共鸣。2005 年 6 月至 8

月，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自治区会计学会举办了以“我与会计

法”、“谈会计法实施20 周年的成果”、“宣传会计工作的重

要性”、“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等为主题的纪念《会计

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有奖征文活动，共收到各类体裁征文

244 篇，经专家评委会评审，优秀征文在自治区会计学会

2005 年度学术研讨会上进行表彰和交流，并编辑出版纪念

《会计法》颁布实施20 周年有奖征文专辑。

（四）“会计法知识百题竞赛”活动引起广泛参与。自

治区财政厅组织专家命题，将试题刊登在6 月 20 日的《新

疆日报》、《新疆经济报》上，广泛宣传和组织，全区共回

收答卷近3000 份，在自治区会计学会 2005 年学术研讨会上

举行抽奖仪式，对获奖人员颁发证书和奖金。

（五）大型板报展评、咨询活动掀起热潮。6 月 26 日，

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乌鲁木齐市财政局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

联合举办《会计法》大型板报展评、咨询活动，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各部门、各单位精心制作宣传板报和宣传材料参

展，悬挂彩球和宣传标语、散发宣传材料，评选表彰优秀板

报，吸引了大批群众观看和咨询，掀起了宣传《会计法》的

又一个高潮。

二、贯彻实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规范会计

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继续做好《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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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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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宣传和培训，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

高。组织实施《电影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水运企业会计

核算办法》和《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配合财政部开展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调研，推动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改革，加强会计制度联系点建设，研究完善

会计制度实施机制。

（二）配合财政部做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和完善，

组织开展《财务报表列报（草案）及相关问题》、《分部报

告（草案）及相关问题》、《外币折算（草案）及相关问题》

和《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的征求意见。开展《会计

基本准则》和各项新会计制度的调研和征求意见。

（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工作的政策和

意见，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贯彻实

施《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农经部门，按照就近原则将村级财

务人员集中到各县（市）进行一次全面培训，统一考试，成

绩合格人员将持有的原农经局颁发的“会计人员上岗证”统

一换发为“会计从业资格证”，纳入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的统一管理。为做好师资和教材准备工作，自治

区财政厅举办少数民族《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会

计法》、《会计基础知识》师资培训班、翻译印制维、哈两

种语言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培训教材。截止

2005 年底，全区累计培训 1.68 万人次，全面完成培训工作。

三、依法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促进注册

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一）贯彻实施《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

法》。2005 年 1 月，财政部颁布《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

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事务所设立的条件、程序和监管

要求，规范了行政许可和执业资格管理。自治区财政厅全年

新批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3 家，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3

家，审批分所 1 家。57 家会计师事务所按规定进行了年度报

备，依法开展会计师事务所日常监管，处理变更和举报事

项。

（二）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联系，研究促进注册会计

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业务进

行干预、政出多门、重复检查等问题进行协调，维护社会公

众利益和会计秩序，努力改善行业执业环境。

四、实施人才强新战略，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一）按照依法行政，积极为公共财政服务的的指导思

想，研究制定《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实施办法》，做好新旧

制度的衔接工作，平稳推进会计从业准入制度改革，公开办

事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实施新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制度，

采取会计基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科目同时开考，初

级会计电算化科目常年举行的过渡办法，升级自治区会计从

业资格考试系统，开展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研究。2005

年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考 1.9 万人，1.2 万人成绩合

格。

（二）2005 年，自治区初、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考2.85 万人，其中初级资格报考0.99 万人，中级资格报

考1.85 万人，全区共设置 18 个考区，1 107 个考场。中级

资格全科一次合格351 人，滚动合格 1 562 人，总合格人数

为1 913 人；初级资格合格 1 086 人，合格率为17.86% 。自

治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维文）报名人数 844 人，其中

初级资格256 人，中级资格588 人，中级资格合格62 人，合

格率为13.47% ，初级资格合格8 人，合格率为4.42% 。为

确保考试工作万无一失，自治区财政厅、人事厅密切协作，

各级考试管理机构精心组织，层层签订考试工作责任书，落

实考试工作责任制；狠抓考务操作的规范化，确保考务工作

准确到位；严抓考风考纪，重点防范使用手机等现代通讯工

具舞弊、替考等违规违纪行为；以人为本，积极为考生服

务，向考生发放《应试须知》，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认真做

好值班工作，及时为考生更正准考证信息，补发准考证，对

来不及补办身份证明的考生，试行“在考生自愿签署《诚信

承诺书》并现场拍照的条件下，允许考生参加本场考试”政

策，最大程度地保障考生的利益，维护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2005 年，自治区继续参加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

评结合试点，考试于9 月 4 日举行，考生更加趋向高学历、

低龄化。考试结果：自治区达到全国合格标准 81 人，合格

率为 12.07% ，经自治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协调小组研

究，确定自治区合格标准为40 分，达到自治区合格标准人

332 人，合格率为49.48% 。

2005 年，198 人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3 人申报高

级经济师（财政经济）任职资格，经高级会计（财政经济）

评审委员会评审，107 人通过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2

人通过高级经济师（财政经济）任职资格评审，评委会通过

人员名单在自治区财政厅 W EB 网站上进行了公示，经自治

区职称办审查，批准 107 人取得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2 人

取得高级经济师（财政经济）任职资格。在评审过程中，首

次引入了答辨制度，取得良好成效。

（四）顺应依法治国的要求，调整、转变继续教育管理

方式，加强对培训市场的监管，引导会计人员积极参加继续

教育，提高财会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委托

自治区会计学会联合办学，为会计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

促进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制化。

（五）为加快培养会计领军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

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财政部在全国启动了打造企业会计领

军人才、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行政事业单位高级会计

人才和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人才战略行动，2005 年，组织了

首期企业会计领军人才的选拔工作，自治区 22 人符合报考

条件，经过笔试、审核和面试，1 人被录取，成为首期高级

会计人才培训班学员。组织4 人参加了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

人才选拔考试。按照财政部会计人才分层次培训的要求，自

治区财政厅启动了自治区高级会计人才选拔培训规划的研究

制定工作。

（六）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为会计人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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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服务。一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取消了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考前辅导班、电子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审批；重

新申请设立会计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和代理记账行

政许可事项。二是积极转变管理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公布行

政许可事项的设立依据、办理程序、申请文书范本等，对会

计师事务所设立审批事项实行公示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实

行受理、审批告知制度。

五、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促进会计事业的

全面进步

（一）组织召开会计学术研讨会，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学会秘书处多次研究讨论学科科研方向，公布科研课题，面

向全区征集论文 186 篇，9 月 12 日 - 13 日召开研讨会，经

专家评审小组评选，99 篇论文入选 2005 年度论文集，4 位

论文作者受邀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大会交流；推荐3 篇论文参

加中国会计学会组织的 2004 年度会计学优秀论文评选；9 月

25 日—28 日，参加了在天津市召开的第二十三次北方省

（市、自治区）会计学会学术研讨会，向研讨会推荐两篇论

文参加大会交流。

（二）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支持社团发展壮大。2005

年，自治区会计学会秘书处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关

的工作规程，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和内部管理。8 月，以通讯

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增补郭瑛同志

为自治区会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改选郭瑛

同志担任自治区会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秘书长。为了规范和

加强学会分支机构的管理，自治区会计学会在认真清理核查

的基础上，为各分支机构办理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证书，促

进了分支机构的良性健康发展，并首次开展了先进分支机构

评选活动，在2005 年度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表彰。

（三）为促进会计行业的自律与诚信建设，自治区会计

学会与各地分会、分支机构在广大会员中广泛组织开展了自

律与诚信建设活动。

（四）发挥学会人才优势，配合财政部门组织开展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为促进会计人才队伍的不断发展，自治区会

计学会与新疆会计干部培训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和新疆

会计师事务所民办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班，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会计人员的特点和需求，分别

组织培训，2005 年累计培训1.2 万人次；联合厦门国家会计

学院举办了一期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培训学员 229

人。

（五）配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组织开展活动，组织 12 名

总会计师参加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在大连举办的财务管理高级

论坛会；组织42 名总会计师参加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在海南

举办的总会计师岗位培训；向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推荐 10 篇

论文参加2005 年度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优秀论文评选，两篇

论文获二等奖。

（六）做好刊物编辑出版发行工作。2005 年，自治区会

计学会继续编辑出版《新疆会计信息》，进一步提高稿件质

量，扩大发行范围，积极为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服务；编辑

出版了《2005 年度会计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选》，出版发行自

治区会计学会副会长胡志江编写的《创业精于勤  实践成于

思一财政财务会计论文集》，组织征订2004 年卷《中国会计

年鉴》。

（新疆财政厅供稿  宋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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