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综合反映与科学评价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事务所）发展水平，引导事务所坚持质量导向、树立风险意识、

加强诚信建设，便于公众了解事务所，依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会协[2021]22 号），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以注

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结合执业质量评分和党建

工作情况评分，组织开展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全省事务所综合评价前 50名有关信息。 

第三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每年进行一次。评价期间为申报

日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 

第四条 经批准设立的事务所，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均可自愿申请参加综合评价： 

（一）未持续达到规定的设立条件； 

（二）未按时履行会员义务； 

（三）填列综合评价信息严重失实； 

（四）省注协认定不能参加综合评价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涉及合并、分立事项的事务所，于上年度 12 月 31

日前办结以下所有手续的，可以合并、分立后的事务所参加综

合评价： 



（一）签订合并、分立协议，形成合并、分立相关会议决

议及合伙人（股东）协议； 

（二）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手续和完成事务所

财政变更备案；需要变更名称的，应取得新的事务所执业证书； 

（三）完成合伙人（股东）退伙（退股）、注册会计师转

所手续。 

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事务所，可按属地原则

向设区市注协提交评价申请，省直事务所直接向省注协申报。 

第七条 事务所及其分所应对综合评价表填报信息的真实

性负责。 

第八条 设区市注协负责对辖区内参加评价事务所的填列

信息进行初审，并将参加评价事务所名单、初审情况上报省注

协。 

第九条 省注协负责审核全省参加评价事务所的填列信

息，并组织专家对事务所评价年度出具的业务报告执业质量进

行评分。 

第十条 省注协、设区市注协在信息审核过程中发现事务

所填列信息不实的，责令事务所限期更正。事务所故意填列不

实信息，或逾期拒不更正的，扣除不实信息指标项目得分并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取消事务所当年及下一年度综合评价资

格，并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原则上每年 9月底前，省注协按照本办法的规

定，计算确认事务所的综合评价得分，根据得分高低得出评价

结果，并通过行业网站和报刊，公布事务所得分前 50名的信息。 

对于在公布前终止的事务所的信息，不予公布。 

第十二条 事务所综合评价指标包括：业务收入指标、注

册会计师人数指标、人才培养支出水平指标、信息化支出水平

指标、党建工作情况指标、执业质量指标、处罚和惩戒指标七

项。 

（一）业务收入指标，是指评价年度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

不涵盖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通过附注信

息披露，不计分值）。 

（二）注册会计师人数指标，是指截至评价当年 12 月 31

日，事务所在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 

（三）人才培养支出水平指标：是指截至评价当年 12 月 31

日，事务所在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报表中“人才培养

支出”的数据。人才培养支出指事务所境内外培训支出的合计

数。 

（四）信息化支出水平指标：是指截至评价当年 12 月 31

日，事务所在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报表中的“信息化

支出”的数据。信息化支出指审计软件开发费、管理信息系统

开发费、软硬件采购费、软硬件运维费、网络服务费等支出。 



（五）党建工作情况指标：是指截至评价当年 12月 31 日，

事务所党建工作情况考核得分。 

（六）执业质量指标：是指事务所执业质量得分。 

（七）处罚和惩戒指标：是指评价年度，事务所及其注册

会计师在执业中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情况。 

第十三条 某事务所综合评价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评价得分=业务收入指标得分+注册会计师人数指标得

分+人才培养支出水平指标得分+信息化支出水平指标得分+党

建工作情况指标得分+执业质量指标得分－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的处罚、惩戒指标应减分值。其中： 

（一）业务收入指标得分=（该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 全部

参与评价事务所业务收入平均值）×30  

（二）注册会计师人数指标得分=（该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

数/ 全部参与评价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平均值）×10 

（三）人才培养支出水平指标得分=（该事务所财务报表中

“人才培养支出”/全部参与评价事务所的“人才培养支出”平

均值）×6 

（四）信息化支出水平指标得分=（该事务所财务报表中“信

息化支出”/全部参与评价事务所的“信息化支出”平均值）×

6 



（五）党建工作情况指标得分=(该事务所党建工作情况指

标得分／全部参与评价事务所党建工作情况指标得分平均值）

×15 

（六）执业质量指标得分=（该事务所执业质量得分/全部

参与评价事务所执业质量得分平均值）×33 

（七）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惩戒指标应减分值=Σ

[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次数（人数）×相关分值] 

处罚和惩戒指标为直接减分项，按照下列不同处罚和惩戒

种类减分： 

1.事务所受到暂停业务处罚及与其他处罚并处的，一次减 5

分；单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及以上三项或者两项处罚

并处的，一次减 4 分；受到公开谴责的，一次减 3 分；受到通

报批评的，一次减 2 分；受到训诫的，一次减 1分。 

2.注册会计师受到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撤销会员资格的，

减 4 分；受到其他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应减分值，分别按照

事务所受到相应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应减分值的 50%计算；因执

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一次减 5 分。 

第十四条 省外会计师事务所经江西省财政厅批准设立的

江西境内分支机构，可依照本办法参与评价；江西境内会计师

事务所在省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参与评价；省内会计师事务所

在江西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以总所名义统一参与评价。 



第十五条 原《江西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赣

会协[2018]20 号）予以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省注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执行。 

 

 

 

 

 

 

 

 

 

 

 

 

 

 

 

 

 

 

 

    



附件 1：      

江西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申请表 

 

事务所填表人：               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注：1、收入及处罚、惩戒等情况按评价期间填写，基准日为上一年度 12月 31 日。   

2、填报数由事务所填写，核查数由所在地市注协填写，审定数由省注协填写；以上证明材料请一并装订上

交以备核查。 

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公章）： 

事务所综合评价指标 填报数 

是否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在相

应□内打“√”，并标注后附证

明材料索引号） 

评分标准 

1.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单

位：人民币万元，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 

 ①其他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该事务所本身业务收入/全部参与评价事

务所业务收入平均值）*30 

2.与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

执业机构业务收入（单位：

人民币万元，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 

 

①其他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②统一经营其他执业机构的章程 □、营

业执照复印件□、 能证明与事务所统一

经 营 的 其 他 资 料 □                                                                                                                  

注：如有 2 家以上其他执业机构的，请

另外填写《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清单》

一并上交 

在附注信息披露，不计分值 

3.注册会计师人数（单位：

个） 
  

（该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全部参与评价

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平均值）*10 

4.人才培养支出（单位：人

民币万元，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①其他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该事务所财务报表中“人才培养支出”/

全部参与评价事务所的“人才培养支出”平

均值）*6 

5.信息化支出（单位：人民

币万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①其他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该事务所财务报表中“信息化支出”/全

部参与评价事务所的“信息化支出”平均值）

*6 

6.党建工作情况  
请另外填写《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党

建情况考核表》一并上交 

（该事务所党建工作情况指标得分/全部参

与评价事务所党建工作情况指标得分平均

值）*15 

7.执业质量  为上一年度执业质量竞赛底稿得分结果 
（该事务所执业质量得分/全部参与评价事

务所执业质量得分平均值）*33 

8.事务所受处罚、惩戒（单

位：个） 
  

Σ[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次数

（人数）×相关分值] 

9.注册会计师受处罚、惩戒

（单位：个） 
  

Σ[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的次数

（人数）×相关分值] 

所在地市注协签署意见（盖章）: 



附件 2：           

与事务所统一经营的其他执业机构业务收入清单 
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公章）： 

序号 

其他执

业机构

名称 

业务收

入（单

位：人

民币万

元，保

留小数

点后两

位） 

是否同

一管理

团队 

事务所

股东或

管理层

人员是

否在机

构持有

股份 

是否名

称主体

相同 

是否同

一地址

办公 

提供的

章程索

引 

提供的

营业执

照索引 

提供的

其他事

务所出

具的审

计报告

索引 

提供的

其他证

明材料

索引 

   
  

      

   
  

      

   
  

      

   
  

      

   
  

      

   
  

      

   
  

      

   
  

      

 

事务所填表人：               联系电话：         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注：1、请填写符合认定要求的其他执业机构，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如不符合认定要求，

将不予认定该收入。 

2、事务所股东或管理层人员在机构持有股份的，请在提供的机构章程“股东情况”中

标注事务所股东。 

 

 

 

 

 

 

 

 



附件 3： 

 

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党建情况考核表 

事务所名称：   

一、 党群共建指标(70 分) 数据 评分标准 

1、 党员规模（10 分）   

 （1）党员占员工总数比例（5分） 
1、党员人数；2、员工

总人数 

无党员不得分；小于

10%得 2 分 

 
（2）党员合伙人（股东）占合伙人

（股东）总数的比例（5分） 

1、合伙人（股东）人

数；2、合伙人党员人

数 

无人担任不得分；小于

40%得 2 分 

2、 党组织书记担任管理人员（10分）   

 
（1）主任会计师/首席合伙人担任(5

分) 
党支部书记姓名职务  

 （2）其他合伙人担任(5分) 党支部书记姓名职务  

3、 党群组织建设（8分）   

 （1）党组织(3分) 党支部名称  

 （2）团组织(2分) 团支部名称  

 （3）妇联组织(2分) 妇女组织名称  

 （4）工会组织(1分) 工会组织名称  

4、 党组织改选情况（8分）   

 （1）是否按期改选 标明近两期改选日期 
缺一次扣 2分，没有改

选不得分 

5、 发展党员（8 分）   

 
（1）发展新党员（单位：人）（4

分） 
新发展党员人数 发展 1 名，得 4分 

 （2）申请入党（单位：人）（2分） 新申请入党人数 申请 1 名，得 2分 

 
（3）确定培养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单位：人）（2分） 

1、新确定培养对象人

数；2、入党积极分子

人数 

培养 1 名，得 2分 



6、 开展组织活动（8分）   

 
（1）“三会”（党员大会、支委会、

党小组会），党课次数（4分） 

1、全年会议次数；2、

党课次数（见记录本） 

全年 0 次不得分，10

次以下 2分；10 次及以

上 4分 

 
（2）党组织召集的其他活动次数（4

分） 
全年党员活动次数 

全年 0 次不得分，3次

以下 2 分；3次及以上

4分 

7、 党建活动场所（5分）   

    固定的党员活动室(有/无）   

8、 党建活动经费（5分）   

    安排了活动经费（单位：元） 填金额 
见会议纪要或报销凭

证 

9、 党员教育情况（8分） 

1、党员总人数；2、已

参加中注协、省注协、

市注协或其他党组织

培训党员人数。 

按参训党员人数占党

员总人数比率计算得

分。 

二、 制度建设（25 分）   

 
（1）“三会一课”制度(有/无）（10

分） 
  

 
（2）党支部、党小组的设立制度(有

/无）（5分） 
  

 
（3）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有/无）（5

分） 
  

 
（4）组织生活会或民主生活会制度

(有/无）（5 分） 
  

三、 青年文明号开展情况（5 分）   

 
（1）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是/

否） 
创建相关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