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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应建立以政府利益导 向为主, 企业 利益导向 为辅的 会计模 式, 实 行政府 主导 型会计 管理 体
制。会计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会计模式导向、
会计管理体 制、
会计规范体系、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职业管理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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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 年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会计模式。同时, 会计模式

断深入, 会计环境和由其决定的会计模式已经发

导向也决定了会计模式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内

生了深刻变化, 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利益导向为主

在的逻辑关系。
如果将会计模式视作一个系统, 会计模式中

的会计模式。然而, 理论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著
述很少, 它与我国入世后我国在世界经济进程中
扮演的角色是不相称的, 同时也不利于指导我国

的组成要素就是系统中的子系统。会计模式的构

的会计实践。因此, 有必要借鉴国外会计模式创

成要素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 ( 1) 符合逻辑要求,
有利于形成会计模式的整体框架; ( 2) 各要素是独

建的经验, 分析我 国会计改革的现 状( 经验和不

立的 且自成体系, 能够成为 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足) ,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模式。

因此, 我们认为会计模式的构成要素应包括会计

一、会计模式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模式导向、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
会计信息系
统、
会计职业管理体系等五个方面。

对于模式, 5现代汉语词典6解释为/ 某种事物

会计模式导向是指特定国家经济环境对会计

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0。美

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 即会计模
式所代表的价值取向; 会计管理体制是指特定国

国学者 G#里茨尔( G#Rit zer ) 的解释是/ 模式是科
学题材的根本反映, 它用于确定应该研究什么, 提

家组织管理会计事务的方式、形式以及制度的总

出哪些问题, 如何提出问题, 怎样理解得到的答

和, 它是会计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组织保证, 一个

案。
0由此可见, 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 1) 它是对客
观事物的综合描述和科学抽象; ( 2) 它由与研究对

国家会计管理体制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会计规范是指会计

象有关的因素构成; ( 3) 它体现各种因素的特征及

机构和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行为标

内在逻辑形式; ( 4) 它对现实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
价值。

准; 会计信息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若干组成部分形成的, 具有生成、处理、报告会计

模式在会计领域中的应用就是会计模式。因

信息功能的有机整体; 会计职业管理体系是指为

此, 会计模式是指为实现一定会计目标, 由各种要

了保证会计合理使用和有序流动而建立的会计行

素构成的, 具有特定功能的会计标准形态。一般
地, 会计依存的会计环境不同, 人们对会计模式的

业管理体系。
在上述构成会计模式的各个要素中, 各个要

要求也不同, 这就形成了不同的会计模式导向, 形

素都服从于会计模式导向, 并随着模式导向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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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进行调整。会计管理体制是会计工作得以正
常运行的组织保证。会计规范在会计模式中居于

的利益; 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投资人或债权人
利益导向的环境条件。所以, 我国会计模式导向

承上启下的位置, 它反映了会计模式导向和会计

应该定位于政府利益为主、
企业利益为辅的双重

管理体制的要求, 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指导和约

导向会计模式。
( 二) 会计管理体制

束, 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公正性和相关性。会计
职业管理体系是按照会计管理体制的要求建立和

目前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可以概括为: 统一

逐步发展的, 职业管理体系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会

领导、
分级管理的政府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这

受到前述诸要素的综合影响, 但也会在一定程度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新5会计法6 第七条规
定: / 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级

上对其要素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

二、我国国家会计模式的结构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

( 一) 会计模式导向

的会计工作。
0( 2) 新5会计法6第八条规定: / 国家
实行统一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

我国5企业会计准则6将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分

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
0 ( 3) 根据国务

为政府机构、
其他有关各方和企业内部管理当局

院的改革方案, 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要职能是/ 管理

三方。财政部发布的5会计改革与发展纲要6将会

全国会计工作; 研究提出会计改革的政策建议; 拟
定和贯彻实施会计法规、规章和准则; 指导和管理

计信息的使用者分为: 政府机构、金融机构、
投资
者和企业管理当局。准则中的其他有关各方相当
于纲要中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社会审计; 组织和管理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 负责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有

全国会计职称管理工作, 指导和监督会计电算化
工作。
0

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非公有制经济是

我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 1) 有效

我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在会计模式
上, 就需要将代表公有制的政府利益放在会计模

地体现了会计模式的政府利益导向。这是因为我

式导向的首位。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债权人利益

国的各项会计政策、准则、
制度都由国家财政部下
设的会计司制定, 并作为财政部文件对外发布, 具

的保护需要通过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和经营机制来

有很强的权威性。政府在一定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实现, 具体到会计模式导向上, 应该通过保护企业
利益来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于投资者,

可以通过会计制度得到顺利的贯彻和执行。( 2)

我国目前不具备采用投资者利益导向的环境, 如

会计监管与会计服务相结合, 我国的会计管理体
制不仅体现了管理, 而且也注重对会计工作和会

证券交易市场尚不发达、
会计信息尚不构成投资

计职业的服务。

人决策的重要依据; 企业内部缺乏完备的激励和

( 三) 会计规范体系
会计规范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

制约机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企业利益的维护
和发展是政府长远利益的坚实基础, 也是债权人

会计规章、
企业会计制度、
会计职业道德和尚未正

利益和投资人利益的有效保证; 另外, 目前影响和

式成文的会计惯例。会计法规体系是会计规范体

制约企业利益维护、发展的因素很多, 如管理人员

系的核心, 5会计法6又是会计法规体系的核心, 是
会计法规体系中的宪法。我国的会计规范体系分

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机会调节盈余, 粉饰报表, 以牺
牲企业利益来换取小团体或个人利益等, 其结果
不仅影响企业的利益, 而且也侵害投资者和债券

为国家会计规范和地方会计规范。其中: 国家会

人利益。因此, 以企业利益作为会计模式的导向

计规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
财政部和相关
部委发布的会计法律、
法规和规章; 地方会计规范

是必要的。

是指各省级人大与政府、
各省府所在地的人大与

综上所述, 在目前的环境下应该坚持政府利
益导向的会计模式, 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政府、以及经国家批准的较大城市的人大与政府

要求; 同时应该兼顾企业利益导向, 它是发展市场

制定颁发的会计规范和规章。
我国会计规范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 1) 会计规

经济的需要, 也能从根本上维护投资人和债权人

范体系是国家政策在会计领域的体现, 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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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会计规范是由中央及地方人大、政府有关
部门制定的, 最能体现政府利益。( 2) 会计规范体

也相应地分为单位会计师管理体系和注册会计师
管理体系。其中单位会计师管理体系包括: ( 1) 会

系体现了对国有产权的维护, 这主要体现在财政

计人员从业资格的认定与管理; ( 2) 会计专业技术

部以不同身份的代表制定和颁布会计规范; 财政
部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会计工作社会管理者的身份

资格的认定与管理; ( 3) 会计人员任职资格的认定

出现, 对会计信息、
会计行为、会计组织等进行规

与管理; ( 4)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注
册会计师管理体系包括: 财政部、
中注协根据5注

范; 有时财政部还以企业主要投资人的身份出现,

册会计师法6的规定, 制定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体

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其他质量特征规定特殊的
保护措施。

系, 财政部负责制定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

( 四) 会计信息系统

法, 进而实现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
我国会计职业管理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会计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在股份有限公司执行的
5企业会计制度6 第三条规定: / 除不 对外筹集资

职业管理行政化, 我国的会计从业资格、
会计专业

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 以及金融保险企业以

过国家规定的考试或考核。各种资格的管理也都

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 含公司,

由财政管理部门负责; 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管理方
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下同) , 执行本制度。
0为我们勾画了我国会计制度
改革的思路。这就是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为
基础, 制定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 保留金融、
交通

技术资格和会计人员任职资格的认定, 都需要通

三、
对我国会计模式结构的辨析与思索
本文提出会计模式由 5 个基本要素构成, 即

运输等几个特殊行业会计制度, 并专门为个体和
小型企业制定一套简易会计制度。这与当前多元

会计模式导向、
会计管理体制、
会计规范、会计信

经济相适应的会计制度体系, 可以满足不同行业、

息系统、
会计职业管理体系。而5会计改革纲要6

不同层次企业的需要。依据该规定今后我国的会

提出的会计模式构成要素包括会计管理体制, 会
计信息管理体系, 单位会计管理体系, 社会审计监

计信息系统结构包括: ( 1)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
体系, 核算的依据是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

督和会计咨询、
服务体系, 会计人才的评价、
选拔

度, 向董事会、
债权银行、税务机关、
证监会报送合

和培养体系。这两种看法的差异是由于分析会计

并报表与非合并报表并公开披露, 接受注册会计

模式的角度不同所导致的。5会计改革纲要6是从
宏观管理者的角度来俯视分析会计模式框架层次

师审计。( 2) 特殊行业企业会计信息体系, 核算依
据是分行业会计制度, 向董事会、债权银行、
税务

的, 本文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论述的。

机关、
行业管理机构报送非合并报表, 接受注册会

本文将会计模式导向列为会计模式的第一层

计师审计。( 3) 个体小型企业会计信息体系, 核算
依据是简易会计制度, 向债权银行、
税务机关报送

次, 因为它决定了会计模式的类型, 而且其他构成

简易会计报表接受税务人员进行纳税稽核。

要素都是围绕它选择和构筑的, 都要服务于它。
会计管理体制在5纲要6中是第一层次。由于

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具有以下特征: ( 1) 通过上

我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会计管理体制, 统

述会计信息系统取得的会计信息, 可以满足国家
宏观调控和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要。( 2) 通

一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所有国家级的会计法

过提供会计信息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如我国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允许企业根据情况提取资产减
值准备。

规和规章都是由财政部制定颁发, 分级管理则体
现在各地区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要求制定本地区
的实施细则。所以, 从宏观管理者的角度来分析,
会计管理体制与会计规范的制定、实施是相辅相

( 五) 会计职业管理体系

成的关系, 管理体制通过会计规范得到体现, 从宏

按照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 可以将会计职业

观管理的角度应该将管理主体及其管理手段作为
会计模式的同一个层次加以考虑。如果从理论研

分为从事实际会计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的会计工作
人员( 以后简称单位会计) 和从事社会审计和咨询
等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我国的会计职业管理体系

究的角度透视会计模式的构成, 需要将会计管理
体制的结构与会计规范分成两个要素。其原因在

刘三昌

李岩

45

试论我国会计模式的构建

于, 尽管在实际工作中二者互相依存, 互为因果,
但是二者的本质不同,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套管理

家会计模式在企业范围内的映现和浓缩。因此,
企业会计模式应该结合企业的情况另行研究, 而

制度, 而会计规范则是一套工作标准, 所以本文将

不应该作为国家会计模式的组成部分来讨论。

其视为不同的要素分列第二、三层次。
5纲要6规定的会计模式第二层次是会计信息

5纲要6规定的会计模式的第四层次是社会审
计监督和会计咨询、服务体系, 这是专指注册会计

管理体系。整个层次与本文提出的会计信息系统

师的工作内容。第五层次是会计人才的评价、
选

的范围和内容基本相同, 不再赘述。本文将其列

拔和培养体系, 主要包括单位会计人员的资格管

为第四层次。
5纲要6规定的会计模式第三层次单位会计管

理、
培训教育等内容。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来分
析, 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应该单独地进行建

理体系, 在本文提出的会计模式结构中没有对应

设和发展。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系统

的要素。其原因在于, 从政府管理机构的角度看,
所有会计法律、
法规、
规章、制度最终都要在单位

都是会计职业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一个是注册
会计 师职业体系, 另一个是 单位会计职业体系。

中落实。一个国家的会计管理体制的运行是否实

或者说, 后者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 前者是会计信

现了预定目标, 主要通过企业的会计工作秩序和

息的监管者, 二者实质上是一个整体的前后工序

会计信息质量是否达到预定标准来衡量。因此,
在构建会计模式时, 必须特别关注基层单位会计

的执行者。更重要的问题是, 注册会计师和单位
会计人员之间的流动和转换是相当频繁的。因此

的运行和规范。而从理论的角度看, 企业会计模

本文将这二者共同作为会计职业管理体系列为第

式并不是国家会计模式的一个单独要素, 而是国

五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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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is intended t o argue for t he government - orient ed account ing model w ith government al benef it superior to t he enterpriser profit. It furt her explains t he component s of t he account ing models, namely, account ing model orient at ion, accounting management syst em, account ing st andards, account ing informat ion syst em and an account ing prof essional m anagement syst em .
Key words: an account ing model; account ing model orient at ion; account ing model compon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