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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达成了 6 大
类 283 项成果。在资金融通分论坛上，财政部刘昆部长正式发布五项重要成果，其中包
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 ACCA、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联合启动
的“中国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该项目将主要面向中国和中亚各国会计领域相关部
门的官员，以及企业、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专家，通过
定期研讨、访问交流等多种形式活动，围绕会计制度体系建设、会计人才培养、会计监
管体系建设、会计服务体系建设、技术变革与会计发展等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中国
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对进一步夯实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会计基
础设施，促进相关国家在会计相关领域的相互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更好开展，上海国家会
计学院携手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和 ACCA，依托“一带一路”会计研究中心，聚焦中
亚国家的会计基础设施问题开展课题研究。课题组通过对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前期在
中亚各国调研形成的详实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对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和蒙古等
中亚 10 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环境和会计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比较分析，并
提出完善中亚国家会计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完成了大家面前的这份课题报告。我们衷
心感谢所有大力支持这项研究的合作伙伴，也希望有关中亚国家会计基础设施的研究能
够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帮助，助力“一带一路”倡议。

李扣庆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ACCA，至今已有 114 年的历史。长期以来，ACCA 始终致力于通过促进统一完善的国
际准则连接财会行业。随着基础设施和科技发展，ACCA 希望可以帮助专业会计师，在
跨越国界促进全球贸易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

作为 30 多年前首家来华开展业务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目前 ACCA 在中国有 11

个办事处，为 26000 名会员和 13.3 万名学员和许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服务。ACCA 及
ACCA 会员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对此，我们深感自豪。今天，在全
球 110 家 ACCA 办事处和中心的共同支持下，我们构建起了巨大的交流网络，21.9 万名
会员和 52.7 万名学员遍布全球 179 个国家。

ACCA 在 2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包括新加坡、阿联酋、俄罗斯、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印度等等。ACCA 在中亚地区是最受认可的专业会
计师组织之一。在很多中亚国家，ACCA 作为唯一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参与当地的会
计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与本国的监管机构、各行各业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教育机
构建立了广泛而有效的伙伴关系，共同提升会计教育水准和资格认证水平，支持发展本
国的专业会计师组织，为本国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帮助制定和实施有关
会计、审计、职业操守、教育、公共部门会计的一系列准则。

ACCA 以独树一帜的方式推动全球发展，同时也推动着国际专业会计领域抓住“一带一
路”倡议所带来的巨大机会，创造全球合作和繁荣的全新模式。要实现这一远大的目标，
相关经济体都需要合适的人才。

白容（Helen Brand OBE）
ACCA 全球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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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会计基础设施的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着一
系列挑战：时差、语言和距离的隔阂导致总部监管钝化；会计政策和信息系统不统一导
致企业账目设置混乱；金融管制和货币结算体系差异，加上远距离监管，造成资金安全
失控；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和通货膨胀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税务遵从和所在国税收征
管环境会导致企业税收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些都对海外财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了解当地的语言、环境、会计准则、税务法规、金融市场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要求企业全球化财务管理模式必须转型升级。总结自身实践经验
和国际相关案例，我们提出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为基础（执行），以战略财务为核心（大
脑），以业务财务为网络（数字神经系统）的全球财经管理模式。在共享服务的基础上
建立全球核算管理、全球资金管理、全球税务管理和全球风险管理的管理体系，从而实
现会计科目、会计政策、流程标准、信息系统和数据标准的统一，最大程度规避了所在
国金融环境、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税务法规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以共享服务为基础的全球财经管理模式，从战略、经营、风险、财务四个方面培养塑造
具备国际化视野和知识的财务人才，即海外财务人员要充分了解所在国的战略环境、熟
悉海外经营的全部情况、识别和把控海外投资经营的各类风险，并在财务方面做到准确
筹划和精准管理。

同时，基于全球财务共享中心，我们建立了全球财经知识库，包括全球会计准则，全球
税务法规，全球金融知识，全球风险知识等，针对每一个国家制订了具体的国别指南，
包括当地会计准则，当地税务规则，当地外汇知识，当地金融环境等。

本次，我们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ACCA 合作出具《中亚国家会计基础设施比较研究》，
希望为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提供参考借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希望能够把我
们的创新和经验共享给中国企业，我们愿与各界共同合作，在财务共享服务和财务信息
化方面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务，助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

陈虎
中兴新云总裁

（续白容前言）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财政部部
长刘昆正式发布五项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 ACCA、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学院、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联合启动的“中国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ACCA

将利用全球网络，通过这一项目培养与支持中国中亚会计人才发展，将长远的公共价
值理念传递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依托“一带一路”会计研究中心，ACCA 有幸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在此向大家呈报第
三份聚焦“一带一路”的联合研究报告，本报告对中亚 10 国的会计基础设施进行比
较研究，并提出了推动中亚国家会计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建议。本报告也得到了我们
的长期合作伙伴中兴新云的大力支持，在此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深表感谢。

我们由衷期待中亚各国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为提升本国会计基础设施做出不懈努
力，也希望本报告可以襄助中国企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广阔舞台上把握激动人
心的种种机遇。



中亚区域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陆上走廊，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其畜牧业和农业也已逐渐发达，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为促进中亚区域的贸易、能源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区域合作，帮助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减
少贫困，亚洲开发银行于 1996 年倡议建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 CAREC），该机
制在 2002 年提升为部长级合作。目前 CAREC 成员国有：中国、蒙古、阿塞拜疆、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和巴基斯坦。

为促进中亚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夯实会计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因此，本课题以 CAREC 成员国
为研究对象，对中亚国家会计基础设施的情况做比较研究。课题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对中亚国家的会计环境进行比较研究，从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三个维度展开；第二，对中亚国家的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从各国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的采纳程度、准则内
容和准则制定机构等三个方面展开；第三，对中亚国家的会计人才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第四，结论与建议。

报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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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亚国家会计环境比较研究

（1）政治环境
根据 1973 年宪法，巴基斯坦实行的是总统、
行政首脑、司法和参众两院组成的议会民主
制。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
联席主席选举产生。总理是国家行政首脑，
领导内阁；内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职能
部门，必须按国会的决定行事。议会是巴基
斯坦最高立法机构，巴基斯坦 1947 年建国
后长期实行一院制，1973 年宪法颁布后实
行两院制，即国民议会（下院）和参议院（上
院）。国民议会经普选产生，参议院按每省
议席均等的原则，由省议会和国民议会遴选
产生。巴基斯坦实行多党制，现有政党 200 

个左右，其中最主要的政党有：巴基斯坦人
民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巴
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谢里夫派）。
在 2018 年 7 月 25 日举行的国民议会（议
会下院）选举中，正义运动党获得 115 个议
席，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打破了人民党
和穆斯林联盟轮流执政的局面，现年 65 岁
的党魁伊姆兰 • 汗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2）经济环境
巴基斯坦国土面积为 79.6 万平方公里（不
含巴控克什米尔的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
达 2.1 亿。过去十几年，由于长期的结构性
问题，巴基斯坦经济遇到巨大的挑战，自
2009 财年到 2013 财年，经济增长率长期处
于 3% 或以下。2013 财年之后，通过结构性
改革，巴基斯坦成功走上经济振兴之路，经
济增长率超过 4%，2016/17 财年增长率达
到 5.28%。2016/17 财年巴基斯坦国内生产
总值 (GDP) 达到 31.86 万亿卢比，3049.52

亿美元；人均 GDP15.16 万卢比，1451 美元。
巴基斯坦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分
别为 19.5%、20.9%、59.6%。

2016/17 财年巴基斯坦外国投资净流入 24.1

亿美元，较前一财年增长 5%，站稳 20 亿美
元大关。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达 11.86 亿
美元，较上年的 10.64 亿美元增长 11%，占
巴基斯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 49%，继续稳
居首位。除中国外，巴基斯坦其他外国直接

投资 (FDI) 主要来源国依次为荷兰、土耳其
和法国，金额分别为 4.63 亿美元、1.36 亿
美元和 1.19 亿美元。从行业分布看，能源、
食品、建筑、电子等领域吸收 FDI 最多，投
资额依次为 11.59 亿美元、4.93 亿美元、4.68

亿美元和 1.43 亿美元。

根据《2001 年外汇账户（保护）法案》，
巴基斯坦不对外汇实行管制。在巴基斯坦居
住的外国人，在巴基斯坦境内设立的含有外
资成分的公司以及在国外登记但在巴经营的
外国公司，可以在有外汇经营资格的银行开
立、使用外汇账户。这些账户可以自由汇入、
汇出外汇，也可在本地自由存取现金。巴基
斯坦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全部资本、资本所得、
红利和利润汇出，上述款项的汇出将征收
10% 的代扣税。外国人携带外汇现金和旅行
支票出入境没有任何限制。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巴基斯坦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一）中亚各国的会计环境

1.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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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15 位。世界
银行《2019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在 190 个经济体中，巴基斯坦营商环境便利
度排第 136 位，较去年提升 11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巴基斯坦的法律体系以英
美法系为基础，司法机构独立性较强。但由
于司法效率较低，案件被大规模积压，因此
合同执行风险仍然很高。此外，地方高级法
院和最高法院具有反政府的行为倾向，经常
挑战政府倡议，并驳回对存在腐败的国际交
易的指控，但在涉及武装力量的案件中，司
法机关则较为谨慎。受困于能源危机，能源
领域的国家合同变更风险很高，这部分地反
映了该国能源发展的高度政治性。

②投资法律制度。巴基斯坦政府推行经济改
革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制定了较宽松、
自由的投资政策。根据巴基斯坦《1976 年
外国私人投资（促进与保护）法案》和《1992

年经济改革促进和保护法案》，巴基斯坦几
乎所有经济领域均向外资开放，外国和当地
投资者享有同等待遇，允许外商拥有 100%

的股权，允许外商自由汇出资金 。此外，外
商在巴基斯坦投资可以享受设备进口关税、
初期折旧提存、版权技术服务费等方面优惠
政策。在地区优惠政策方面，巴基斯坦政府
鼓励外国企业到出口加工区和特殊经济区投

资设厂，各工业区政策比较灵活。巴基斯
坦现有出口加工区 21 个（已建成 6 个）。
2012 年，巴基斯坦颁布《特殊经济区法》，
对于在特殊经济区内的外商投资实施鼓励政
策。近年来制定的《2013 年巴基斯坦投资
政策》和《国家营商改革战略》（2016 年
制定），更加着重关注塑造更有利的营商环
境，提供投资保护、改进执法效率、简化审
批手续、去除监管障碍，为投资者提供便利。

③税收法律制度。税法体系主要包括《所得
税条例》《所得税规则》、《销售税法案》
《联邦消费税法案》《信德省服务销售税法
案》《旁遮普省服务销售税法案》及其他省
级服务销售税条例等。除此之外，巴基斯坦
经 济 协 调 委 员 会（Economic Coordination 

Committee）也可通过特别法令（SROs，
Statutory Regulatory Orders）的形式对特定
纳税人或群体进行税务减免，这类减免的效
力在税法之上。此外，巴基斯坦已与包括中
国在内的 47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
协定，与 5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

④会计法律制度。巴基斯坦的会计法律规
范由该国的公司法确定。2017 年新颁布实
施的《公司法》取代了在巴施行 33 年之久
的 1984 年公司法，新公司法案的颁布实施
是巴基斯坦迄今最为重要的法律制度改革之

一，该法案为公司提供便利的营商手续，为
投资者提供更强的保护力度，同时还将加强
电子化管理，增强管理的透明标准，大幅提
高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水平。根据该法案，会
计准则需经过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
才可使用，前者又将制定和采用会计标准的
责任委托于巴基斯坦特许会计师协会。该法
案同时规定，巴基斯坦以公司类型来界定会
计准则的使用，并明确指出了不同企业实体
应适用何种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私人公司必须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
务报表；对于其他类型的公司，要遵循相应
的会计核算准则。该法案还详细说明了会计
核算、财务报告及其他财务报告义务发布的
要求。在审计方面，按照 1984 年巴基斯坦
公司条例，在巴基斯坦的所有公司都按照由
巴基斯坦特许会计师协会采用审计标准进行
审计。巴基斯坦特许会计师协会已经采用了
由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颁布的 2009

年版的国际审计准则。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
理事会发布的其他声明也同样被采用，包括：
国际业务审查准则（ISRE），保证服务国际
标准（ISAE）和国际相关服务标准（ISRS）。
根据 1997 年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法令，
巴基斯坦审计监督委员会成立，监督巴基斯
坦特许会计师协会的工作，以确保审计标准
符合国际审计准则。

中亚国家会计环境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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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国家政权体制以三
权分立原则为基础，即将立法权交于国家议
会，将国家行政权交于总统领导的内阁，将
司法权交于共和国法院，使三个权力系统各
司其职、互相配合和制约。政府，又称内阁，
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副总理、各部
部长及各国家委员会主席组成。本届政府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组成，设 1 名总理、1

名第一副总理、6 名副总理、16 个部和 12

个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司法权由法院和检
察机关执行。宪法规定，各级法院和检察机
关只服从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职责，不受
其他任何人干扰。司法人员不能参加政党活
动，不能从事经营活动，不得担任其它有酬
职务。党派方面，乌兹别克斯坦登记的政党
有 4 个：人民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民族
复兴”民主党、“公正”社会民主党。

（2）经济环境
乌兹别克斯坦国土面积 44.89 万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为 3265.39 万人。乌兹别克斯坦
经济增长速度总体较为平稳。2017 年乌兹
别克斯坦 GDP249.1 万亿苏姆，约 307.53 

亿美元，按苏姆计价同比增长 5.3%；人均
GDP760 万苏姆，约 938.27 美元，按苏姆
计价同比增长 3.6%。在乌兹别克斯坦 GDP 
中，非国有经济占比 81%，国有经济占比
19%；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19.2%、33.5% 和 47.3%。

2017 年乌兹别克斯坦吸引外国投资总额超
过 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占乌社会
经济全年投资总额比重为 20.4%，比 2016 
年的 15.3% 上升 5.1 个百分点。就领域而
言，利用外资较集中的前三大领域为：工
业 2438 家， 占 44.2%； 贸 易 1055 家， 占
19.1%；其他领域 993 家，占 18%。就国别
而言，在乌俄罗斯企业 1035 家，排第一位；
中国企业 812 家，排第二位；韩国企业 510

家，排第三位；土耳其企业 503 家，排第四
位。其他国家还包括：哈萨克斯坦企业 281

家，美国 189 家，伊朗 129 家，印度 125 家，
德国 123 家，阿富汗 114 家等。

外汇管理方面，外汇汇入乌兹别克斯坦没有
限制，汇出时需提供进口合同或利润证明材

料。外汇汇出时需缴费，费用为汇出金额的
2%。自然人出入境时携带不超过 2000 美元

（含 2000 美元）外汇现金的，无需书面申报；
出入境时携带超过 2000 美元外汇现金的，
需填写书面报关单；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不允
许自然人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出境时
携带超过 5000 美元（含 5000 美元）外汇现金。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乌兹别克斯
坦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 76 位，较去年下
降 2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乌兹别克斯坦属于大陆法
系，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苏联的法律框架，
以俄罗斯民法典及独联体示范民法典为基
础，采用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编纂本国法律。
该国法律层级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
宪法法律、法典、普通法、总统令、内阁决
议、各部门和机构的规范性条例等各种形式，
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

②投资法律制度。2012 年乌兹别克斯坦政
府取消针对各类企业的 80 种许可程序和 15

类许可证项目，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各类
投资。乌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任以来签
署了多份总统令，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政策，
包括《关于进一步完善化工公司进出口业务
的总统令》《关于进一步实现外贸自由化和
支持企业主体的总统令》《关于外汇政策自
由化优先措施的总统令》等。除上述提及的
法律法规外，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吸引投资的
主要法律还有《外国投资法》《投资活动法》
《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权益条款及措施法》
《保护私有财产和保证所有者权益法》《保
证企业经营自由法》及《关于促进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补充措施》的总统令等。乌兹别克
斯坦没有出台禁止、限制外国投资的法律法
规，对国家垄断行业，如能源及重点矿产品
开发等领域有股权限制，外资所占股份一般
不超过 50%，对航空、铁路等领域则完全由
国家垄断，且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尚无 BOT

方式。2017 年 9 月 5 日，乌政府宣布实行
自由外汇政策，取消了实行二十多年的外汇
管制政策。目前企业凭进口合同已能正常调
汇，但对自然人的外汇管制依然存在，自然

人暂时无法使用当地货币苏姆换取美元现
金。

③税收法律制度。乌兹别克斯坦实行属地税
制。2018 年以来，为进一步为企业降低税负，
促进经济发展，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准备改革
税收制度，制定了相关草案并征求公众意见。
根据草案，乌政府将降低企业税负：将增值
税税率从 20% 降低至 12%，农产品交易企
业和个别食品加工企业（在乌从事农产品生
产并起到抑制价格上涨作用的企业）可免缴
增值税；取消法人利润税，仅对股息红利征
税 25%；将个税、社会统一缴费、养老保险
缴费整合为个税，税率 25%；分阶段降低法
人 财 产 税（2019 年 前 降 至 2.5%，2021 年
前降至 1%）。此外，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上
文提及的一系列投资法律法规，向外资提供
了减、免税的优惠政策框架，给予在偏远地
区投资设厂的外资企业 3 年、5 年和 7 年不
等的税收优惠待遇。

④会计法律制度。乌兹别克斯坦现行会计
法律规范体系按照制定机构的权力级别可分
为法律、制度、组织性规定三个层次。第一
层：法律性文件。处在最上层的是法律性文
件，有宪法、所得税法、税务法、会计法等，
这些法律直接或间接的规范乌兹别克经营主
体的会计行为。10 多年来，乌兹别克斯坦
为创建良好的投资、对外贸易等经济环境，
一直致力于完善各项法规。宪法同时赋予总
统和政府以签发总统令和发布政府决议的形
式，对国家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权力，
总统令和发布政府决议属于仅次于法律的文
件，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层：制度规范。现
行《国家会计准则》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会计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规范会计制度的一部分。会
计准则进一步深化了会计法，对会计规则给
出了明细规范及操作指导，提高会计信息的
质量。第三层：组织指导。第三层是由各单
位结合以上规范的要求制定的内部会计规章
制度等，如企业会计政策、具体会计科目表、
会计处理流程图等。会计法规定，“组织应
根据国家调节会计活动的法律规范，结合自
身的结构和行业或其他特征，独立确定其会
计政策。”对于会计政策企业可以自己制定，
也可以委托咨询审计公司代为制定。

中亚国家会计环境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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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哈萨克斯坦为总统制共和国，独立以来实行
渐进式民主政治改革。总统为国家元首，任
期 5 年。国家政权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根
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
衡的原则行使职能。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为
努尔苏丹 • 阿比舍维奇 • 纳扎尔巴耶夫。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在总理的领导下实施行
政权。其中，总理须经议会同意并由总统委
任。议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由上下两院
组成，上院 47 个席位，下院 107 个席位。
上院任期 6 年，每 3 年改选一半议员，下院
任期 5 年。最高法院和宪法委员会是司法权
最高机关。目前哈萨克斯坦实行多党制，主
要有 3 个政党，即“祖国之光”党、哈萨克
斯坦共产人民党、“光明道路”民主党。

（2）经济环境
哈萨克斯坦领土面积位列世界第九，272.49 

万平方公里，人口 1815.73 万。哈萨克斯坦
是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政治局势比较稳
定、社会秩序相对良好的国家。2017 年，
哈 萨 克 斯 坦 GDP 为 519668 亿 坚 戈， 约
1593.69 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为 4.0%；人均
GDP 为 2881538 坚 戈， 约 8837 美 元， 同
比增长 2.9%。2017 年哈萨克斯坦第一、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4.5%、
26.5% 和 58.05%。

截 至 2018 年 7 月 1 日， 哈 萨 克 斯 坦 2018

年 FDI 存量为 1510.03 亿美元，2017 年哈
萨克斯坦 FDI 流量为 208.99 亿美元。对哈
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是荷兰，
投资存量为 633.75 亿美元，占 42%，其次
为美国、法国、中国、日本等国。

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哈萨克斯坦外汇管
理制度执行欧洲国家标准，取消外汇业务许
可制度，实行通报制度。企业在缴纳了各项
应缴税费后，可以自由汇出利润，除银行收
取的必要汇费外，无需缴纳其他费用。2010

年 3 月 9 日，哈萨克斯坦开始实施《反洗钱
法》，加强了对银行外汇流动的监管。凡超
过 1 万美元的金融业务都将进行监管，包括
像个人在外币兑换点兑换外币的业务。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哈萨克斯坦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57 位。世界银
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哈萨克
斯坦在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28 位，较去
年提升 8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哈萨克斯坦的法律制度深
受伊斯兰法和罗马法的传统影响。其法律按
层级可分为：宪法、法律、普通法和条例、
其他法规、规范性法令及国际条约。

②投资法律制度。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
坚持奉行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并加强
了有关立法工作。1997 年，哈萨克斯坦颁
布了《哈萨克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优先
经济领域的清单》和《与投资者签订合同时
的优惠政策》。近些年又先后通过了《国家
支持直接投资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投资
者做了各种保证。哈萨克斯坦于 2003 年颁
布了新的《投资法》，制定了政府对内、外
商投资的管理程序和鼓励办法。2015 年 10

月颁布《企业经营法典》，其中设置专门章
节规范国家支持投资的内容，连同《关于国
家支持投资实施的若干问题》《关于批准战
略性投资项目清单》《关于国家支持投资的
若干问题》《投资补贴发放办法》《投资优
惠申请接收、登记和审议办法》等文件，构
成了当前哈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
法律规定，外资在哈享受国民待遇，无特殊
优惠；哈特别提倡外商向非资源领域投资；
对于外商投资大部分没有行业限制，但对涉
及国家安全的一些行业有权限制或者禁止投
资。目前，哈萨克斯坦法律不允许社会公共
基础设施采取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

建设，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政府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法律，此法律通过后，可
以实施政府社会资本模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

③税收法律制度。哈萨克斯坦的税收制度遵
循属地原则。现行的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社会税、
土地税、运输工具税、财产税、法人不动产
税和其他税费。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新《税法》明确规定：取消以
前所有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所有
投资者均仅享受一条税收特惠：允许投资者
在三年内均等地、或是一次性地从企业所得
税中扣除投资者当初投入到生产用房产、机
械设备上的资金。从“产出”中抵补了相当
于投资者“付出”的部分之后，一切都要按
章纳税。旧法中规定的“10 年免企业所得税、
5 年免财产税和土地税”等税收优惠，在《税
法》中均被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已成为
历史，但是《投资法》中明确的外国投资者
关税优惠条件仍然保留。2014 年 6 月，哈
总统签署法令，对哈政府鼓励投资的行业（冶
金、炼油、石化、食品、农药、建材、创新
和航天工业等 16 个制造行业）给予一系列
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缴 11 年企业所得税
等（需为哈境内注册法人，且满足投资额等
条件）。哈萨克斯坦最新《税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对税种和税率进行了
适度调整，减轻了非原料领域税负，增加原
料领域税收，给予中小企业较多优惠措施。

④会计法律制度。1995 年颁布的《哈萨克
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确定了会计核算法
的宗旨及其作用范围，对会计核算制度和监
督、资产、资本、债务、收入及支出的核算、
财务报表的编制等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除
财政部外，中央银行负责金融机构的财务会
计和报告的法定责任，同时有权力另行发布
其他会计要求和法规（大多数用于监管特殊
金融机构和伊斯兰金融机构）。

3.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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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2001 年 12 月，联合国与阿富汗北方联盟、
前国王查希尔、普什图族反塔利班组织等阿
富汗各派代表签署《波恩协议》，确定了阿
富汗“三权分立”的政治重建基本框架。阿
富汗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已基本成型。总
统为国家元首，是国家最高行政执行者。总
统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具有特权。总统
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 5 年。各部部长由总
统提名，议会任命。2014 年 9 月，阿富汗
新一轮大选中，前财长阿什拉夫 • 加尼获胜，
任期 5 年。

（2）经济环境
阿富汗国土面积 64.7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970 万人。阿富汗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
家之一，经济具有典型的“输血型”特征。
据阿富汗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7/18

财 年 阿 富 汗 GDP 约 为 20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9%； 人 均 GDP 为 679 美 元（ 数 据
均不含鸦片产值）。农牧业占 GDP 比重为
20.3%，工业占 GDP 比重为 22.2%，服务
业占 GDP 比重为 52.6%，进口税占 GDP 比
重为 4.8%。

2018 年《 世 界 投 资 报 告》 显 示，2017 年
阿富汗吸收外资流量为 5394 万美元；截至
2017 年底，阿富汗吸收外资存量为 14.3 亿
美元。外商投资重点集中在能矿、建筑、航空、
电信、媒体和第三产业，对加工制造业投资
较少，涉农行业基本无人问津。

阿富汗允许外资企业在当地银行开设账户，
对合法换汇、汇款等没有限制。不少企业，
特别是商户多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结算。根据

阿富汗政府规定，为防止洗钱，携大额现金
出境（2 万美元以上）须提前向机场海关申报，
违规者将受到相关法律处罚。

据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阿
富汗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营商环境排名第
167 位，较去年提升 16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阿富汗法律以《古兰经》
和圣训为基础，其中《古兰经》具有最高
宪章性质。阿富汗宪法于 2004 年 1 月 26

日由时任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喀布尔批准。宪法规定，遵守伊
斯兰教的神圣宗教和伊斯兰共和主义的原则
不得更改，在涉及修正基本人权时才可以对
其加以改进。根据宪法，大支尔格会议是阿
富汗人民意愿的最高体现，由议会上下两院
议员、各省议会议长组成，负责制定和修改
宪法，批准国家其他有关法律。

②投资法律制度。为支持和保护私营企业发
展，阿富汗于 2005 年 12 月修改并出台了《阿
富汗私营投资法》，根据该法，阿对外国投
资者实行国民待遇，除跨国输油气管道、采
矿业和电信部门之外，其他领域均可自由投
资。相关的法律还有《公司法》、《合资法》、
《仲裁法》、《调解法》等。阿富汗鼓励吸
收外资，投资促进局对外资公司的设立给予
方便，实行“一站式”服务；阿欢迎外国投
资建设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或者工业园区，
以及外国投资者以二手设备出资开展投资合
作。阿富汗没有明确的地区投资鼓励政策，
但在马扎里沙里夫、贾拉拉巴德、坎大哈和
昆都士设有工业园，阿富汗农村金融公司对

在工业园投资的企业可以提供优惠借款。阿
富汗对合法换汇、汇款等没有限制，为防止
洗钱，携大额现金出境（2 万美元以上）时，
须提前向海关申报。近年阿商工部称将修订
阿投资法以吸引更多投资。

③税收法律制度。除地方税有差异外，阿实
行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共有 9 种税，分别
为：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资本损益税、
发票税、进口关税、固定税、附加税、土地
税和市政税。阿富汗对于投资方面税收优惠
政策的主要规定在《阿富汗国内外私营投资
法》的第 11 条中，根据此条规定，优惠幅
度与在阿投资的时间长度成正比，可享有较
长的免税期以及 4%-14% 的低税率安排。其
他关于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还包括：外资公
司如三年内无盈利可免税，直接申请最低额
的公司税；投资阿富汗优先发展行业（农业
及关联产业、建筑材料、电信业、交通和物
流、矿业、电力、水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还可享受更多优惠，投资企业进口用于生产
的机械设备可申请免税，进口建筑材料可减
税等等。 2019 年 5 月 23 日，阿财政部向
议会下院递交了新修订的《所得税法》（草
案），新法将对制造商免征 3 年所得税，并
降低征税标准，简化缴税程序。

④会计法律制度。阿富汗没有专门统一的会
计法，由《公司法》对该国企业会计核算和
财务报表的编制要求作出规定。同时，阿富
汗《银行法》和《中央银行法》还要求所有
银行遵循中央银行规定的会计标准。另外，
因阿富汗国内目前并无证券交易所，因此没
有关于上市公司财务规范的法规。

4.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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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阿塞拜疆现行宪法于 1995 年 11 月 12 日经
全民公决通过。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立法、
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现任总统是伊利哈姆 •
盖达尔 • 奧格雷 • 阿利耶夫。国民议会是最
高立法机关，实行一院制，主要职能是制定、
批准、废除法律条约，决定行政区划，批准
国家预算并监督其执行，根据宪法法院提请
依照弹劾程序罢免总统，确定全民公决等。
阿塞拜疆内阁是政府最高权力执行机构。总
理由总统提名、议会批准。现任总理为纳吾
鲁兹 • 马梅多夫。阿塞拜疆司法权由法院依
据法律独立行使。法院体系包括宪法法院、
最高法院、经济法院及各级普通和专门法院。
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最高检察机关
为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在阿塞拜疆司法部注
册的合法政党共 41 个，主要包括新阿塞拜
疆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党、穆萨瓦特党、
阿塞拜疆民族独立党等。

（2）经济环境
阿塞拜疆国土面积为 8.66 万平方公里，全
国人口约为 1000 万。，2018 年阿塞拜疆
GDP 达 797.97 亿马纳特，约合 46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人均 GDP 为 8126.2 马纳
特，约 4780.1 美元。2017 年阿塞拜疆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5.63%、40.04% 和 10.40%。

2017 年 外 资 对 阿 塞 拜 疆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达
86.07 亿马纳特（约合 50.63 亿美元），同
比下降 2.9%。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 年阿塞拜
疆 吸 收 外 资 流 量 为 45 亿 美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1.2%，截至 2016 年底，阿塞拜疆吸收
外资存量为 266.83 亿美元。从行业来看，
60% 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向石油开采业及

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从国家来看，
2017年阿塞拜疆约82.3%的外资来自英国、
土耳其、马来西亚、瑞典、俄罗斯、伊朗、
美国、日本和捷克。

外资企业可在当地银行开立外汇账户，用于
进出口结算。贸易往来汇出外汇金额超过规
定限额（5 万美元）时需要申报并提供完税
证明或资金来源证明，同时缴纳手续费（一
般不超过汇出金额的 1%）。在阿塞拜疆合
法工作的外国人完税后可将个人收入全部汇
出。外国人携带 1000 美元以上现金出境时
须向海关申报，海关对超出限额以上的现金
收取 1% 的手续费，但出境携带现金总量不
能超过 1 万美元。为防止资金外流，2017

年 2 月阿央行对国内常住和非常住居民向境
外汇款额度进行修改，允许自然人每月最多
向境外汇款 3 万美元。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阿塞拜疆在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
位列第 35 位，较上年上升 2 个名次；世界
银行发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阿塞拜疆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25

位，较去年上升 32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阿塞拜疆以大陆法系为基
础建立法治体系。阿塞拜疆现行法律的来源
包括宪法，全民公投通过的法案，国民议会
通过的法律、法令，部长内阁通过的决议，
国际条约以及宪法法院发布的判决。

②投资法律制度。阿塞拜疆《投资法》及《外
国投资保护法》虽未对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
做明确规定，但在外资进入其国内金融市场
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一定限制。例如，

外资在阿塞拜疆保险公司中的股份不得超过
49%，外国银行驻阿分支机构必须依照阿塞
拜疆国内法开展经营等。目前，阿塞拜疆尚
未制定有关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国有企业投
资并购、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等方面的法律，
但针对具体并购项目时，须当地审计公司进
行审计，必要时，有关项目须提交阿塞拜疆
紧急情况部审批。

③税收法律制度。阿塞拜疆实行属地和属人
原则相结合的税制。阿塞拜疆《税法》规定，
实行国家、自治共和国、地区三级税制，全
国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主要税种有自然人
所得税、法人利润税、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财产税、土地税、开采税和道路税等。
外资企业在阿塞拜疆享受国民待遇，但对重
大外国投资项目，可通过签订个案合同的方
式，规定项目可享受的税收优惠。例如石油
天然气或其他矿产资源的投资开发项目，外
商可根据与阿塞拜疆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享
受免征进口关税、增值税等税收优惠。2016

年 10 月，阿议会全体会议批准有关对《国
家规费法》的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凡在
阿实施的 BOT 项目投资者将免征所有各类
国家规费。

④会计法律制度。2004 年颁布的阿塞拜疆
《会计法》规定了编制财务报表的要求，包
括适用的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要求。根据
该法律，由财政部负责制定财务报告标准。
而阿塞拜疆共和国审计委员会则应给与财政
部有关会计制度的建议。此外，2004 年修
订的《银行法》还规定了国家证券监管委员
会和巴库证券交易所职权范围内机构的会计
和审计要求。

5.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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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土库曼斯坦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立法、行
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体制为总统
制的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最高行政首
脑，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为国
家最高权力代表机关。议会，又称国民会议，
是国家立法机构，由各选区差额选举产生的
125 名议员组成，任期 5 年。其主要职能是
通过宪法、法律并对其进行修改和补充，监
督法律的执行，确定总统、议会的选举，通
过内阁活动纲领，批准国家预算以及土库曼
斯坦参与的国际条约等。司法机构设最高法
院和检察院，最高法院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
对下属法院的审判实行监督。大法官是最高
执法者，由总统任命，任期 5 年。2012 年，
土库曼斯坦颁布政党法，允许公民自由结社
建党，目前土库曼斯坦主要政党有民主党、
工业家和企业家党、农业党。

（2）经济环境
土库曼斯坦国土面积 49.12 万平方公里，人
口约 684 万。2009-2014 年期间，土库曼斯
坦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由于 2015 年以
来世界油气持续下跌和低位徘徊，近年土库
曼斯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GDP 增速稳定
在 6%-7% 区 间。2017 年 土 库 曼 斯 坦 GDP

为 406 亿 美 元， 增 速 6.5%， 人 均 GDP 为
5936 美元。土库曼斯坦第一、第二、第三
产 业 占 GDP 比 重 分 别 为 7.5%、44.9%、
47.7%。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8 年《世界投
资报告》显示，2017 年，土库曼斯坦吸收
外资流量为 23.14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底，
土库曼斯坦吸收外资存量为342.54亿美元。
外资主要来自于中国、日本、韩国、土耳其

等国家，投资主要方向为能源、农业、化工、
交通和通讯领域。

在土库曼斯坦注册的外国公司可在土库曼斯
银行开设外汇账户，但不允许提取大额现金，
需用美元支付时只能通过银行转账。在土库
曼斯金融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的
资本及其利润自由汇出有可能受到一定限
制。2016 年以来，土库曼斯银行多次收紧
外汇管制政策。所有银行暂停对外汇款业务，
通过西联汇款对外需经官方核准，审批条件
严格且每月不得超过 1000 美元。土库曼斯
坦对外国人携带入境的美元数量无限制，但
需填写海关申报单。在土库曼斯坦工作的外
国人，其合法税后收入可全部转出土库曼斯
坦。

土库曼斯坦未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2018 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银行《2018

年营商环境报告》的营商环境排名中。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土库曼斯坦为大陆法系国
家。土库曼斯坦实行高度集权的政府体制，
对进出口贸易和外国投资进行严格管理，行
政干预较多，商务运作规则与国际惯例存在
一定差距，市场环境比较特殊。

②投资法律制度。土库曼斯坦自 2017 年初
起实施外籍和本国劳务不得高于 1：9 的企
业用工比例政策，自 2017 年 6 月起实施对
外国供货商资质审核制度，要求土进口商必
须在土国家商品原料交易所为外国供货商注
册，否则货物不予清关。《外国投资法》是
土国经济法律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
2008 年重新修订并审议通过。根据《外国
投资法》规定，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主要包

括海关优惠、进出口便利、税费减免、简化
签证制度等。此外，当土库曼斯坦有关外国
投资的法律发生变化并导致外国投资者、外
商投资企业享受的法律待遇降低时，外国投
资者有权要求将其投资注册时适用的法律保
持 10 年不变。除一般性优惠政策外，土库
曼斯坦政府还对在阿瓦扎国家级旅游区（属
自由经济区）内开展投资活动的外国投资者
提供了一系列特殊优惠。2017 年 10 月土颁
布《自由经济区法》，设立自由经济区的目的、
种类、参与者、设立程序、资金来源、管理、
土地使用制度、定价制度、外汇制度、税收
制度、特殊海关制度、保险制度、劳动关系
制度、稳定政策制度等予以明确规定，为入
区企业在土地使用、合同定价、外汇使用、
税收和海关政策、用工比例等方面提供优惠
条件。

③税收法律制度。土库曼斯坦实行全国统一
的税收制度，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土库
曼斯坦已建立起以增值税、所得税为核心的
税收体系。主要税种共 7 个，分别是增值税、
消费税、矿产使用税、财产税、企业利润（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地方收费。

④会计法律制度。《土库曼斯坦会计和财务
报告法》规定了土库曼斯坦会计核算和财务
报告制度。根据该法，土库曼斯坦会计准则
和系统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审定，其中，金
融机构归中央银行确定，非金融机构的会计
和财务报告制度则由财政部根据上述法律制
定。所有企业都必须按照土库曼斯坦的国家
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表，但根据《土库曼石
油法》运营的公司不必完全采用国家会计标
准，可根据《土库曼石油法》、国际惯例和
相关协议的适用规定来确定。

6. 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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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1999 年 9 月 26 日，塔吉克斯坦以全民公决
方式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在塔吉克斯
坦建立世俗、民主、法治国家。塔吉克斯坦
实行单一总统制，每届任期 7 年。现任总统
埃莫马利 • 拉赫蒙于 1994 年 11 月起首任总
统，2013 年 11 月第三次获得连任，任期至
2020 年。塔吉克斯坦议会为两院制议会，
是国家最高代表机关和立法机关。上院称“马
吉利西 • 米利”，意为民族院；下院称“马
吉利西 • 纳莫扬达贡”，意为代表会议。司
法方面包括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经济
法院、军事法院、总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及
各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塔吉克斯坦目前主要
有七个政党：人民民主党、共产党、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经济改革党、民主党、农业党。

（2）经济环境
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 14.31 万平方公里，
全 国 总 人 口 约 910.72 万 人。 近 年 来 塔 吉
克斯坦经济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2018 年
GDP 为 688.44 亿索莫尼，约 73 亿美元，
同 比 增 长 7.3%， 人 均 GDP 为 802 美 元。
2017 年塔吉克斯坦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为 21.1%，第二产业占 26.3%，第三产业占
52.6%。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8 年《世界投
资报告》显示，2017 年，塔吉克斯坦吸收
外资流量为 1.41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底，
塔吉克斯坦吸收外资存量为 25.54 亿美元。
外资主要投向公路修复、能源开发及贵金属
矿开采和加工、食品加工业、发展中小企业
等领域。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
吸引外资构成中，来自中国的投资占塔吉克
斯坦外资总额的 47.3%，来自俄罗斯的投资

占外资总额的 31.3%，第三大投资来源国是
瑞士，其投资占外资总额的 6.8%。

投资者有权在塔吉克斯坦开立本币及外币账
户，完税后有权将塔吉克斯坦本国货币自由
兑换成其他货币，同样可认购其他外币用于
支付塔吉克斯坦境外业务。外汇汇进汇出自
由，投资者有权将合法投资和经营利润所得
外币收入汇出，利润汇出到中国需要缴纳 8%

的税费。携带 3000 美元以上现金出入境需
要申报。塔公民每天向境外汇款上限为 8.75

万索莫尼（约 1 万美元），且无需提交随附
文件。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塔吉克斯坦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79 位。根据世
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塔
吉克斯坦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营商便利度
排名第 126 位，较去年下降 3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塔吉克斯坦为大陆法系国
家，深受伊斯兰法系及前苏联法律制度的影
响，一些现行法律，特别是在国家财产和土
地所有权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前社会主义制
度和法律框架的特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由
总统和两个立法议会管理：代表理事会（下
院）和全国理事会（上院）。最高法律为
1994 年 11 月 6 日通过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宪法。

②投资法律制度。塔吉克斯坦《投资法》和
其他法规及塔吉克斯坦承认的国际法向投资
者提供全面、无条件的权益保护。如《投资法》
发生修改和补充，投资者有权在自其正式公

布之日起 5 年内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
（本条款不适用于塔吉克斯坦《宪法》及有
关国家安全、卫生、环保、精神和道德法律
的修改和补充）。投资者有权依照塔吉克斯
坦法律，对因国家机关颁布与塔吉克斯坦法
律条文不相适应的法规及机关官员的不法行
为（消极行为）带来的损害提出赔偿。塔吉
克斯坦《关于商品市场竞争及限制垄断行为
法》规定了企业收并购的相关内容，该法适
用于外国投资者。塔吉克斯坦鼓励外国投资
者建设科技园区，2010 年颁布《科技园区
法》，规定了在塔吉克斯坦建立科技园区的
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2012 年末颁布了《公
共私营合作法》，鼓励吸引外资参与国家建
设。

③税收法律制度。塔吉克斯坦实行属地税制，
新税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执行，
将征税和报表形式进一步简化并增加透明
度，力求更加高效、公平、公正，并以减轻
纳税人负担。塔吉克斯坦的主要税种有个人
所得税、法人利润税、增值税、消费税、社
会税、自然资源使用税、公路使用税、皮棉
和铝锭销售税、不动产税、交通工具税等。

④会计法律制度。塔吉克斯坦的会计和审计
受《塔吉克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监管。
该法在组织上建立了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进行财务会计活动和创建财务报告的法律基
础、原则和规则。金融机构的财务报告方法
则由国家银行制定和监管，除金融机构外的
其他实体则由财政部负责。

7.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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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1993 年 5 月，吉尔吉斯斯坦通过独立后第
一部宪法，规定吉尔吉斯斯坦是建立在法
治、世俗国家基础上的主权单一制民主共和
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总统
为国家元首。2010 年革命后，吉尔吉斯斯
坦成立临时政府并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
法草案。根据新宪法，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
为议会共和制，议会成为国家管理体系的主
导，行政权由政府总理负责，在政府任职的
官员不得兼任议会议员。议会实行一院制，
由 120 名议员组成，任期 5 年。2016 年 12 

月 11 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修宪公投，将
总统部分职权移交至政府。经过多轮政权更
迭，2017 年 10 月，图尔松别科夫议长辞职，
吉尔吉斯斯坦党议员朱马别科夫当选议长。
2017 年 10 月 15 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新
一届总统选举，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
索隆拜 • 热恩别科夫当选新一届总统，任期
六年。2018 年 4 月，穆哈梅特卡雷 • 阿布尔
加济耶夫任总理。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司
法部正式登记注册并开展活动的政党有 210 
余个，其中主要党派有：社会民主党（第一
大党）、共和国 - 故乡党、吉尔吉斯斯坦党、
进步党、共同党、祖国党等。

（2）经济环境
吉尔吉斯斯坦国土面积为 19.99 万平方公
里，全国人口约为 625.67 万。根据吉尔吉
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按生产
法计算，吉尔吉斯斯坦 2017 年 GDP 约为
4933.22 亿索姆，约 71.63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4.5%； 人 均 GDP 约 78847 索 姆，1042

美元。农业产值占 GDP 比重为 12.9%，工
业占比 18.5%，建筑业占比 8.6%，服务业
占比 48.7%，产品净税收占比 11.3%。

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为 5.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7.5%。其中，

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 2.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0.4%，占比约 45%；加拿大对吉
尔吉斯斯坦投资 1.18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
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4767 万美元，俄罗斯
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2389 万美元。外国投
资主要领域为加工工业、科学领域、金融领
域和矿产开采等领域。

吉尔吉斯斯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
索姆在国内实行完全可兑换。在吉尔吉斯斯
坦注册的商业银行可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和
境外自由买进或卖出外汇。任何个人、机构、
团体都可在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兑换点
将索姆与美元进行自由兑换，无须任何手续，
不受额度限制。吉尔吉斯斯坦本国公民和外
国人均可自由携带、自由兑换货币出、入境，
或将其汇出、入境，只需履行规定程序（海
关申报，向汇款银行出示相关文件和证明）
即可，不受金额限制。外资企业和商人可自
由地将经营所得利润通过银行汇往国内或第
三国，手续简便。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吉尔吉斯斯坦在全球最具竞争力
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102 位。世
界银行发布《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吉尔吉斯斯坦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营商便
利度排名第 70 位，较去年提升 7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吉尔吉斯属大陆法系国家，
法律制度包括宪法、国民会议（议会）通过
的法律、总统令、政府令以及其他国家机关
和地方政府批准的法规。吉尔吉斯签署的国
际条约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并且比吉尔
吉斯法律法规拥有优先权。吉尔吉斯宪法拥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②投资法律制度。为有效地吸引外资，吉尔

吉斯斯坦在独立以后，很快通过了一系列鼓
励外国投资的法律和法规，比如《外国投资
法》《对外活动基本法》《外国租赁经营法》
《关于开办和注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国
际联合体及组织的办法条例》《自由经济区
法》等。吉尔吉斯斯坦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
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无行业限制，外国投
资者可自由支配一切合法所得，可将在吉尔
吉斯斯坦经营所得利润及人员的工资收入自
由汇往境外，且数量不受限制。外国企业在
吉尔吉斯斯坦收、并购可以咨询吉尔吉斯斯
坦投资促进保护署。 

③税收法律制度。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税种
有所得税、利润税、增值税、消费税、地矿
税、销售税、财产税、土地税和宾馆行业税。
由于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除在自由
经济区注册的外资企业外，其他外资企业一
般情况下不享受税收优惠；凡在吉尔吉斯斯
坦政府鼓励投资的优先发展领域进行投资、
以及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规划项下对特
定区域进行投资，均可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现
行有关法律规定对投资者给予相应的优惠。
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投资法、税法进行修
改或补充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可以根据自
身利益的需求，在原有法规和修改后的法规
之间自由选择。

④会计法律制度。《会计法》规定了吉尔吉
斯共和国会计和财务报告的主要原则。2013

年 2 月的《会计法》修正案根据实体的规
模和公众重要性引入了差异化的财务报告要
求。财政部是最主要的会计管理机构及准则
制定机构，统筹管理吉尔吉斯的会计管理工
作。而根据伊斯兰银行和金融原则运营的金
融机构，应使用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法律规定
的伊斯兰财务会计标准。

8. 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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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格鲁吉亚实行议会总统制，立法、司法和行
政三权分立。1995 年 8 月 24 日，格鲁吉亚
议会通过第一部宪法。2004 年 2 月 17 日，
格鲁吉亚议会通过“关于组建内阁”宪法修
正案，规定格鲁吉亚为总统制三权分立国家，
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2010

年 9 月 26 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实行总统与总理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分配。
新宪法于 2013 年底总统选举后正式生效，
格鲁吉亚由此改行议会总统制。政府是执行
政权的最高机关，保障实施国家内外政策，
但同时对议会负责。按现行政治体制，格鲁
吉亚国家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上，总统只是国
家象征。

格鲁吉亚多党体制处于初始阶段，大小党派
近 100 个。目前，格鲁吉亚执政党为格鲁吉
亚梦想 - 民主格鲁吉亚党。其它较有影响的
党派主要有：统一民族运动党、自由运动 -
欧洲格鲁吉亚党、爱国者联盟、共和党、自
由民主党。

（2）经济环境
格鲁吉亚国土面积 6.97 万平方公里，人口
总 量 约 为 372.96 万 人。 格 鲁 吉 亚 经 济 近
年来增长较为稳定，根据格鲁吉亚国家统
计 局 的 数 据，2017 年 格 鲁 吉 亚 GDP 约 为
15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人均 GDP

约 4078.5 美元。从行业分布看，2017 年贸
易占 GDP 比重最大，为 17.6%，其次是工
业 16.4%，交通通讯业 10.2%，建筑业 9.3%，
公共行政 8.5%，农林牧渔 8.2%，，房地产
6.9%，医疗和社会保障业 6.0% 等。

2017 年格鲁吉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18.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2%。阿塞拜疆
为格鲁吉亚最大投资来源国，2017 年对格
鲁吉亚投资 4.82 亿美元，占格鲁吉亚吸引

外国投资总额的 25.9%；其次是土耳其、英
国、荷兰、捷克，投资额分别为 2.79 亿美元、
2.50 亿美元、2.24 亿美元、1.33 亿美元。
交通通讯业为外国最大投资领域，2017 年
外国投资额 5.27 亿美元，占格鲁吉亚吸引
外资的 28.3%；其次是金融业、建筑业、能
源业、房地产、酒店餐饮业、制造业、采矿
业、农业以及社会医疗，投资额分别为 3.04

亿 美 元、2.95 亿 美 元、1.89 亿 美 元、1.59

亿美元、8999 万美元、7471 万美元、5402

万美元、357 万美元、331 万美元等。

根据格鲁吉亚外汇法律规定，在格鲁吉亚注
册的外国企业可以在格商业银行开设外汇账
户，用于办理与外币有关的结算。外汇进出
格鲁吉亚无需申报，也不受限制。外汇贷款
本金（凭相关协议文件）汇出时无需缴纳任
何税金，偿还外汇贷款利息汇出时需缴纳汇
款金额 10% 的税金，利润汇出需凭企业缴
纳利润税和其他应纳税的证明办理，企业利
润税率为 15%。携带外汇现金入境没有任何
限制。携带现金数额超过等值 3 万拉里出境
时需申报。在格鲁吉亚工作的外国人，其合
法税后收入可全部转出；外国企业税后收入
和撤资也可自由转往国外。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格鲁吉亚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67 位。在世
界银行发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
格鲁吉亚营商环境在 19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名第 6 位，较去年提升 3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格鲁吉亚为大陆法系国家。
第一部宪法由议会于 1995 年 8 月 24 日通过。
根据格鲁吉亚 2017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格鲁吉亚将由半议会半总统制国家转变为议

会制国家。 

②投资法律制度。格鲁吉亚对外商投资实
行国民待遇政策，没有特殊优惠待遇；允许
外资并购当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根据该
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外国公司可以通过股
权并购方式开展投资经营活动。格鲁吉亚有
两个独特的旅游区 Anaklia 和 Kobuleti，格
鲁吉亚政府为投资者在这两个地区技术条件
最好的海边建造酒店提供前所未有的优惠条
件：免费使用土地、免征财产和利润税、免
费提供必须的基础设施（水、电、气等）。

③税收法律制度。格鲁吉亚的税制总体来说
为属地税制，是目前世界上税种最少的单一
税制国家之一，主要税种为个人所得税、企
业利润税、消费税、增值税、财产税、博彩
业税。由于享受国民待遇，《投资促进法》、《工
业保税区法》等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
内外资均适用。比如，根据 2007 年 7 月通
过的《工业保税区法》，在工业保税区开展
经济活动时，给予免征关税、增值税、企业
税和财产税等税收优惠；2016 年 1 月格鲁
吉亚出台法律，对在海拔 800 米以上山区进
行投资将享受免税政策。

④会计法律制度。1994 年 10 月 28 日《格
鲁吉亚共和国企业家法》和 2016 年第 5386

号《会计，审计和报告法》构成了格鲁吉亚
会计和审计的基本法律框架。前者规定了格
鲁吉亚所有商业实体的基本财务报告框架，
而后者提供了详细的会计和审计要求。2016

年 6 月，格鲁吉亚通过了一项新的《会计、
审计和报告法》（第 5386 号），该法要求
在财政部设立公共监督局（Public Oversight 

Authority）作为会计行业监管的专业机构，
该项职责以前由经认可的专业组织负责。

9. 格鲁吉亚

中亚国家会计环境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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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环境
蒙古国现行宪法为第四部宪法，于 1992 年
1 月通过。总统是蒙古国国家元首，是蒙古
国人民团结统一的体现者。议会称为国家大
呼拉尔，蒙古国的政治制度为宪政共和国。
政府作为蒙古国最高国家权力执行机关，由
总理、若干名成员组成，负责贯彻国家法律，
领导经济、社会、文化建设。蒙古国法院是
拥有审判权的唯一机构。蒙古国共有 16 个
注册政党，主要包括：蒙古人民党、蒙古民
主党、公民意志共和党、公民意志绿党、绿党、
共和党、民族新党等政党。

（2）经济环境
蒙 古 国 土 面 积 156.65 万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323 万。蒙古 2018 年 GDP 约 122.09 亿美元，
经济增长率为 4.3%，人均 GDP 为 3779 美元。
2017 年，蒙古国农牧业总产值占 GDP 的
10.35%， 矿 业 总 产 值 占 GDP 的 23.43%，
制造业总产值占 GDP 的 9.04% ，建筑业总
产值占 GDP3.67%，批发零售及机动车维修
业总产值占 GDP 的 10.29%，交通和仓储业
总产值占 GDP 的 4.9%；电力、燃气总产值
占 GDP 的 2.13%， 通 信 总 产 值 占 GDP 的
1.72%。

受近年来国际市场大宗矿品价格持续走低等
外部因素，2013 年至 2015 年，蒙古国吸收
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连续 3 年大幅下降。2014

年吸收外国投资约 5.08 亿美元，2015 年已
跌至 1.21 亿美元，2017 年增长至 14.94 亿
美元。中国是蒙古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地，来
自中国的投资占蒙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的近 30%。除中国外，荷兰、韩国、加拿大、
俄罗斯、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也是蒙古
国主要投资来源地。外国公司在蒙古国主要
投资领域有地质矿产勘探开采（包括石油）、
房地产开发、贸易、餐饮等行业。

蒙古国内外的个人和企业均可在指定的银行
开立外汇账户。出口收入和从国外转入的外
汇可以存入账户，对账户中的资金使用没有
限制。在蒙古国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投资者，
在缴纳相应税赋后，有权将个人所得、股份
红利、出售财产和有价证券所得直接汇往国
外。外商在蒙古国取得外汇的基本途径有：
第一，携带入蒙（超过一定数额须海关申报）；
第二，接到外国汇来的外汇，这两项通常无
数量限制；第三，外国投资企业的出口外汇
收入，这部分外汇收入须是上交国家后企业
留成部分中的。大量外汇进出蒙古国需要到
海关部门申报。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显示，蒙古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经济体中，排第 101 位。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蒙古国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营商便利度排名中，排第 74 位，
较去年下降 12 位。

（3）法律环境
①法律体系概况。蒙古法起源于大陆法系，
成文法是其主要法律渊源。在蒙古，广义上
的法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议会决议，
总统令，内阁部委决议以及部委规章和命令。
制定法律的权利仅授予政府立法部门。法律
由国家大呼拉尔（the State Great Khural，
相当于议会）根据其宪法规定制定。只有国
家大呼拉尔、政府和蒙古总统才能发起法律
草案。所有部委和机构都有权根据国家大呼
拉尔和政府的具体授权发布规范性法案。

②投资法律制度。根据蒙古国《投资法》，
蒙古国对外商提供国民待遇，除本国法律法
规禁止从事的生产和服务行业（麻醉品、鸦
片和枪支武器生产等）以外，都允许外商投
资，但外国国有资产法人在矿业、金融、新
闻通讯领域开展经营活动且其持股比例达到

33% 或以上的，须报主管投资事务的中央行
政机关（即外国投资局）进行审批。近年来，
蒙古国政府积极推动在 PPP 框架下的项目建
设，为蒙古国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创
造条件。

③税收法律制度。蒙古国的国家税收体制由
税、费和使用费组成。蒙古国实行的是属地
税法，税赋整体水平并不重，但其实行自愿
报税制度，事后监督检查严格。尤其对外资
企业实行两年一度的综合税务检查，对偷税
漏税行为处罚严厉。《税务总法》《企业所
得税法》《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特
别税法》《印花税法》《海关法》和《海关
通关价格和关税法》等共同构成了蒙古国税
收法律体系。2017 年 2 月，为促进经济增长，
蒙古国议会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修订案，
决定对部分行业实施税收优惠，范围包括食
品、服装、纺织、建材及部分农业领域。在
上述行业中，年营业收入低于 15 亿蒙图（约
合人民币 415.8 万元）的企业可享受低至 1%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税收优惠将立即执
行，到 2021 年 1 月 1 日结束。

④会计法律制度。蒙古的会计规则由新《会
计法》规定，确定会计统计工作的原则、管理、
组织的法律基础。财政部负责制定和实施会
计准则，但蒙古会计师协会仍可向财政部提
供有关建议，提供会计师专业培训以及建立
和执行审计标准。此外，蒙古国的其他法规
也对会计政策产生影响，如《商业法》通过
资本弱化来防止外国公司通过其子公司或者
分支机构过度举债来获得利息减税，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政策；又如《公司法》
规定母公司必须编制合并报表，而《蒙古国
会计法》则要求公司必须遵守 IFRS 准则来
制作财务报告，这可能令企业在实际操作中
面临困难。

10.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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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环境
中亚各国政体虽不尽相同，但基本均实行立
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总统为国家元首，
在阿富汗、土库曼斯坦等国总统也是政府首
脑，在其他国家总理为政府首脑，政府执掌
行政大权。立法权归属议会，多为两院制，
也有个别国家如阿塞拜疆为一院制。司法权
归属法院。中亚国家均为多党制国家。

2. 经济环境
中亚 10 国面积迥异，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
坦 272.49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面积第九大
国家，而面积最小的格鲁吉亚只有 6.97 万
平方公里。人口方面同样差别巨大，巴基斯
坦人口超过 2.1 亿，是世界第六大人口大国，
而人口最少的蒙古国只有 323 万。从经济发
展水平来看，中亚 10 国可分为三个层次，
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五国的人均 GDP 低于
1500 美元，属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蒙古、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四
国 的 人 均 GDP 在 3000~6000 美 元， 属 于
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哈萨克斯坦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整体来看，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远低于中国 9780 美元的人均 GDP。从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来看，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 FDI 低于 10 亿美元，尤其阿
富汗不足1亿美元；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和蒙古国
FDI 在 15~50 美元；哈萨克斯坦 FDI 规模较
大，超过 200 亿美元。从外汇管理来看，除
个别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在金融紧张时期可能
会有所限制外，中亚各国基本均允许外汇自
由出入，大额外汇往往要向海关等部门进行
申报。从全球竞争力来看，阿塞拜疆竞争力
较强，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
竞争力适中，而其他国家竞争力较差，整体
上中亚国家竞争力均低于中国的 27 位。从
营商环境来看，格鲁吉亚高居第 6 位，阿塞
拜疆排名 25 位，哈萨克斯坦排名 28 位，营
商环境较好，高于我国的 46 位；吉尔吉斯
斯坦、蒙古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营商环境尚可；
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土库曼斯
坦营商环境较差。

3. 法律环境
中亚十国除巴基斯坦为英美法系外，其余九

国均实行大陆法系。由于民族、宗教、历史
的原因，多数国家深受伊斯兰法系的影响，
在一些具体法律条款上还遗留有前苏联社会
主义法制的印记。各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
时，多数已完成外资国民待遇的立法，但在
外资准入的行业限制、投资比例限制等方面
的规定各有不同。各国为鼓励投资而设置的
税收优惠政策十分丰富，在简化税制、降低
税率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具体到
会计法律制度，多数国家制定了专门的会计
及财务报告法，部分国家无专门法，而在《公
司法》或其他法律中对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
的编制予以明确，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或伊斯
兰银行等，还有特殊的制度及监管机制。总
体而言，中亚各国的法律体系基本相近，但
在法制性、开放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上仍然
区别较大。从法律体系对会计准则协调的影
响而言，中亚各国较为相近的法律体系有助
于降低国家间会计准则协调的难度，但各国
会计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以及其他相关法规
的差异，使得各国会计准则协调与互动趋同
仍存在一定困难。

（二）中亚各国会计环境的比较分析

中亚国家会计环境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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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中亚各国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图 1-2：中亚各国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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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中亚各国 GDP（现价美元）+ 人均 GDP（现价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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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各国人口数据为截至 2018 年统计数据。
2. 各国 GDP 为 2017 年或 2017/18 财年数据，其中巴基斯坦为 2016/17 财年数据，
塔吉克斯坦和蒙古为 2018 年数据，人均 GDP 数据时间同 GDP。
3. 各国 FDI 为 2017 年数据，其中阿塞拜疆为 2016 年数据。
4. 全球竞争力排名为《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
5. 营商环境排名为《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

图 1-4：中亚各国外国直接投资（亿美元）

表 1-1 中亚国家经济环境比较

国家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79.6
44.89
272.49
64.75
8.66
49.12
14.31
19.99
6.97
156.65

21016.68
3265.39
1815.73
2970
1000
684
910.72
625.67
372.96
323

3049.52
307.53
1593.69
202
469
406
73
71.63
151.65
122.09

1451
938.27
8837
679
4780.1
5936
802
1042
4078.5
3779

24.1
24
208.99
0.54
45
23.14
1.41
5.9
18.62
14.94

115
—
57
—
35
—
79
102
67
101

136
76
28
167
25
—
126
70
6
74

国土面积
（万平方公）

人口
（万人）

GDP
（现价美元）

人均 GDP
（现价美元）

FDI
（亿美元）

全球竞争力排名 营商环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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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亚国家开展紧密的经济合作而言，会计准则的选用极为重要。会计准则的地区性可能引起不同地区的规范和秩序之间的冲突，而会计
准则的差异则往往成为人们跨地区和跨国界经济交流和投资的障碍。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制定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不仅会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李
刚，2014）。因此，为了使中亚各国相互间能更加强合作，会计准则趋同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目前绝大部分中亚国家仍未完全采用
IFRS。本节将梳理比较中亚国家的会计准则情况，包含其对 IFRS 目前的采纳程度、准则内容和准则制定机构。

二、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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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所发布
的准则，IFRS 分别有两种准则，一是全面
IFRS 准则（Full IFRS），此准则包含了国际
会计准则机构所发布的所有条款。二是中小
企业 IFRS (IFRS for SMEs) ，此是简化版的
IFRS，专门设计给中小企业使用。在分析中
亚各国是否全面采用 IFRS 时发现，即便某
些国家已完全采用 Full IFRS，但其中小企业
可选择使用 IFRS SMEs 或本国自身的会计
准则，或被规定只能使用本国准则。有鉴于
以上情况，本文首先对 Full IFRS 和 IFRS for 

SMEs 的使用情况进行区分而后再做分类。

本研究将 IFRS 的使用程度分为四个类别。

第一类为“要求使用”。这个类别的国家要
求其公共利益实体必须使用 IFRS 或是其中

小企业必须使用 IFRS for SMEs。在此 IFRS

的 使 用 定 义 是 指 一 国 把 IFRS 和 / 或 IFRS 

SMEs 原封不动的作为自身的准则，或是根
据国际准则稍作了修改但与原 IFRS 准则基
本一致。

第二类为“允许使用” 。允许使用是指一
国的会计准则和 IFRS 双轨并行，企业被允
许自行决定是否使用 IFRS/IFRS for SMEs 或
采用本国自行制定的准则。第二类别的 IFRS
和 IFRS for SMEs 的使用定义也和第一类别
一样，完全把 IFRS 照搬到本国会计制度，
或是有些许修改但和原准则基本一致。

第三类别是 “趋同” 。趋同是指该国当前
虽 有 采 纳 保 留 本 国 特 色 的 修 改 版 IFRS 或
IFRS for SMEs，且其修改版的准则与原 IFRS

仍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同时也在和 IASB 进
行协商和评估，并在逐步消除当地会计准则
与 IFRS 差异。

第四类别是“未使用”。这个类别是指一国
只是用本国会计准则且和 IFRS 有重大的差
异。

基于以上这四种类别，CAREC 十国对 IFRS

采纳程度的情况如表 2-1 所示。

根据以上分类，下文将对每一个国家的 IFRS

采纳情况及该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
制度制定者和会计相关法律规范等进行梳理
和比较研究。

表 2-1 中亚国家 IFRS 采纳程度比较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格鲁吉亚

蒙古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Full IFRS

IFRS for SMEs

国家 IFRS 类别 要求使用 允许使用 未使用趋同

（—）IFRS 采纳程度分类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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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采用 IFRS 时，IFRS1（首次采用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应是第一个被采纳的规章，但
巴基斯坦并未和其他的国家一样仿照一般的
程 序 采 用 IFRS 1。 当 前 IAS 39、IFRS 7 和
IAS 40 也并未被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所采
纳。原因是巴基斯坦的银行业和金融业是受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所监管，而国家银行也是
这两个行业的规范制定者。目前巴基斯坦的
银行和金融机构仍遵循国家银行所制定的金
融产品法规。另外，巴基斯坦政府也豁免电
力公司在外汇损失资本化的范围内不必采用
IAS 21。

目前巴基斯坦 ICAP 和 SECP 也在审阅还未
采纳的准则（比如 IFRS 1、IFRS 15 和 IFRS 
9 等等），并和 IFRS 委员会保持积极的沟通，
希望在未来能够全面地实施 IFRS 准则。

巴基斯坦目前在 Full IFRS 和 IFRS for SMEs 

的采用上因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许多不同
之处，因此被分类为趋同状态。

在巴基斯坦，2017 年新制定的巴基斯坦《公
司法》 （The Companies of 2017）里确定
了会计准则需经过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of 

Pakistan or SECP）批准才可使用。但 SECP

将制定和采用会计标准的责任委托给了巴基
斯坦特许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Pakistan or ICAP）。而对于
何种企业实体需采用何种会计准则巴基斯坦
《公司法》给予了明确的表述。 

根据《公司法》，巴基斯坦是以公司类型来
界定会计准则的使用。表 2-2 列出目前需采
用当前巴基斯坦已采纳的 IFRS 准则的实体：

巴基斯坦同时也允许中小企业使用 IFRS for 

SMEs。目前所有中型企业除了已被界定为
上市公司、公共利益实体、大型企业、和小
型企业外，皆可选择使用巴基斯坦已采纳的
IFRS 或是 IFRS for SMEs。ICAP 同时也制定

了本国的小企业会计和财务报告法规（AFRS 

for SSEs）。适用于此法规的企业必须符合
以下小型企业的规定：
• 已支付资本超过 25 百万卢比，或
• 年营业额超过一亿卢比 

但同时，适用巴基斯坦小企业会计和财务报
告的小企业也可选择使用当前巴基斯坦已采
纳的 IFRS 准则或是中小企业 IFRS。

另外，巴基斯坦 SECP 也规定在巴基斯坦证
券市场上市的外国注册公司也必须使用当前
巴基斯坦已接受的 IFRS 准则。但值得注意
的是，目前虽然巴基斯坦已要求上市公司需
要采用 IFRS 法规，但仍有许多准则并未被
巴基斯坦会计师工会和巴基斯坦证监会所采
纳 （比如 IFRS 7、IFRS 9、IFRS 15 等）。
虽有些巴基斯坦上市公司标注其报表已采用
和符合 IFRS 规定，但还未包括这些 IFRS 准
则。因此在数据和所报项目上可能会与 IFRS

有所差别。

在以上未采纳的准则里包括了 IFRS 1，这也
是非常少见的。根据以往的案例，许多国家

表 2-2 巴基斯坦需采纳 IFRS 准则的实体

上市公司
包含在巴基斯坦上市
的外国注册公司

公共利益实体
公共部门公司
公用事业
金融机构
上市过程中的公司

已 支 付 资 本 超 过 200 

百万卢比，或年营业额
超过十亿卢比

大型未上市企业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二）中亚各国 IFRS 和 IFRS for SMEs 使用情况

1. 巴基斯坦

表 2-3 巴基斯坦未采纳或部分采纳的 IFRS 准则

IFRS 准则号
IFRS 1

IAS 39

IAS 40

IFRS 7

IFRIC1  4

IFRIC 12

IAS 21

IFRS 9

IFRS 14

IFRS 15

IFRS 准则名
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
房地产投资
金融工具披露
決定一项安排是否包含租赁
服务特许权协议
汇率变动的影响
金融工具
监管延期账户
来自客户合约的收入

国际会计准则解释委员会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Interpretation Committee, IFR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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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当前正在向 Full IFRS 准则趋
同，但对于 IFRS for SMEs 却仍尚未使用。
以下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会计发展情况。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会计准则目前由两个
政府部门来制定。财政部为私营公司和国家
资助的组织制定会计标准，而乌兹别克斯坦
中 央 银 行（Central Bank of Uzbekistan or 

CBU）则为银行和信贷机构建立会计要求。

乌兹别克中央银行自 1996 年就已要求所有
的商业银行必须使用 IFRS 准则，在 2004 年
中央银行又根据 IAS/IFRS 2004 年的版本制
定了中央银行规定，且在 2005 年开始实施。
目前在乌兹别克的银行除了使用部分的 IFRS

法则外，也需遵循中央银行规定，但有些
许不同于 IFRS 的法规。以下是一些不同于
IFRS 的中央银行规章：
  • 债券和股票投资的估值
  • 贷款损失减值的计量
  • 贷款费用的确认和估价
  • 递延所得税
  • 租赁会计
  • 兼并

目前中央银行所制定的 2004 版本的准则尚
未根据 IFRS 后续所修正的新规定来做更新，
因此有许多规章可能已过时，而且 CBU 所
制定的审慎报告规则也已无法达到 IFRS 的
要求。

有鉴于此，在 2010 年时任乌兹别克斯坦的
总统签署了一份法案 （总统令第 1438 号）
要求所有国营企业的审计在 2015 年后必须
使用国际审计准则，而后 IFRS 将会在未来
实施。虽然在 2013 年乌兹别克斯坦已部分
开始采用国际审计准则，而乌兹别克斯坦
财政部也在考虑 IFRS 在国内全面实施的可
行性，但仍未公布具体实施的时间表。在
2016 年乌兹别克斯坦修正了其 1996 年版
的《会计法》（The Law on Accounting of 

1996）并采用了 2008 年版本的 IFRS 修订版
来制定当地的国家会计准则。目前除了银行
业外，所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企业实体均未
被要求采用 IFRS 而是遵循财政部根据 2008

版本的 IAS 准则 (International Accentuating 

Standards，国际会计准则 ) 所制定的乌兹别
克国家会计规章。虽然如此，些许个别企业

除了满足国内会计准则外也自发性的披露以
IFRS 规则所编制的财务报告。

目前绝大部分的乌兹别克会计师和审计师仍
经常参考 2015 年版的俄罗斯翻译本而非参
照乌兹别克语版的 IFRS 准则。另外，IFRS 
2013 年版本的规章已被翻译成了乌兹别克
语，虽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鼓励企业使用这
套翻译本，但这两个部门自身也未采用此版
的 IFRS 准则。由此可见虽然乌兹别克斯坦
政府正在全面的推行 IFRS 准则，并正在考
虑全面会计趋同，但何时开始全面使用 IFRS

仍未可知。

2.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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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根 据 IFAC 和 IFRS 资 料 显 示，《 哈 萨 克
斯 坦 会 计 和 财 务 报 告 法 》 (The Law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和《审
计活动法》(The Law on Audit Activities) 分
别授权哈萨克斯坦财政部来决定会计和审
计政策以及根据协商委员会 (Consultative 

Board) 成员（来自政府机构、国有企业、专
业会计和审计组织、商业、和学术界）的意
见来采取相关的监管法案。哈萨克斯坦中央
银 行（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 则 被
赋予对金融机构的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法定责
任。

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会计和财务报
告法》规范了那种企业需要用何种会计法规。
除了会计和财务报告法，其它监管机构比如
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亦有权力另行发布 IFRS

未规定的其他会计要求和法规（大多数用于
监管特殊金融机构和伊斯兰金融机构）。

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行文规定自2003年起，

部分哈萨克斯坦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皆需采用
IFRS。而自 2004 年后，所有银行必须根据
IFRS 规章来制作财务报表。自 2005 年 1 月
1 号开始，所有哈萨克斯坦的上市公司 （银
行除外）均必须完全采用 IFRS 准则。这项
政策在 2007 年也被纳入了《哈萨克斯坦会
计和财务报告法》的第 234 条里。此条文规
定，制定财务报告应使用和参考哈萨克文和
俄文翻译版本的 IFRS 和中小企业 IFRS 准则。

另外，哈萨克斯坦财政部、哈萨克国家银行
以及哈萨克证券交易所亦明定所有上市公司
金融机构和大型上市公司都需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标准。这项规定把所有银行、保险
公司、大型企业 ( 员工人数超过 250 人或年
营业额超过两千万美元 )、上市公司、和其
他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都囊括在内。值得注
意的是，《哈萨克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
第二章第四条规定金融机构、特殊金融公司、
和伊斯兰特殊金融公司除了按照国际标准维

护会计和财务报告外，也需遵循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国家银行关于会计和财务报告的法
规。

哈萨克斯坦的会计法也规定了 SMEs 需采用
国际会计准则。中型的 SMEs 和国有企业必
须在 IFRS 准则或是中小企业 IFRS 准则两者
之中择其一。小型和微型的 SMEs 则除上述
两种选项外，也可使用哈萨克斯坦财政部
所制定的国家财务报告准则 (KNFRS)。根据
IFRS 资料表明，KNFRS 虽是哈萨克斯坦国
内的自主准则，但其也是在中小企业 IFRS

规章的基础上所编制。最后，所有在哈萨克
证券市场交易债务证券和资本证券的哈萨克
本国注册公司必须使用 IFRS 规则来制作合
并报表。在哈萨克斯坦公开市场有证券交易
的非本国注册公司，其合并报表可选择使用
IFRS 或是美国 GAAP 会计准则。综上所述，
哈萨克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已向国际会计准则
靠拢。

3. 哈萨克斯坦

24



根 据 阿 富 汗 法 律 和 IFRS 资 料 显 示， 阿 富
汗中央银行具有制定银行和金融机构会计
准则的使用和规范的职责。但此中央银行
不具有制定其他类别的企业实体会计准则
的权利。从《阿富汗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法 》(Corporations an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Law of Afghanistan) 和《阿富汗
银行法》 (Law of Banking in Afghanistan) 中
可以了解到阿富汗目前正部分性的实施 IFRS

准则。《阿富汗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法》和
《阿富汗银行法》第 54 条规定，所有企业 ( 微

型企业除外 ) 都必须采用 IFRS。但阿富汗目
前还并未实施中小企业 IFRS 规章，因此微
型企业目前仍允许使用现金基础会计。而阿
富汗中央银行 (Da Afghanistan Bank) 所制定
的《阿富汗银行法》和《阿富汗中央银行法》 
(Da Afghanistan Bank Law) 也规定所有国内
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必须使用 IFRS 规章。

而在中央银行法的第 28 和 101 条也明文规
定阿富汗中央银行也必须遵守使用 IFRS。虽
然阿富汗目前并没有实施中小企业 IFRS 规
章，但世界银行在 2009 年所发布关于阿富
汗会计和审计的观察报告也建议阿富汗政府
可以考虑采用中小企业 IFRS。另外，因阿富
汗国内目前并无证券交易所，因此没有关于
上市公司财务规范的法律。

4. 阿富汗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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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N 为阿塞拜疆马纳特。ANZ 1 = 0.5894 USD ( 大约 )2

在阿塞拜疆，财政部具有制定会计准则的法
定权利，而另一个机构，阿塞拜疆共和国审
计委员会 ( 简称 CAAR) 则有职责给财政部有
关会计制度的建议。 阿塞拜疆的会计准则有
IFRS、IFRS for SMEs、本国会计准则、以及
简易版的本国会计准则。准则的使用界定是
由《阿塞拜疆共和国会计法》(Republic of 

Azerbaijan Accounting Law) 来规定，并以
此来规范何种企业需要使用何种法规。《阿
塞拜疆共和国会计法》规定以下种类的公共
利益实体企业必须使用 IFRS 准则：
  • 保险公司
  • 投资基金
  • 非国有（私营）社会基金
  • 信贷机构
  • 在证卷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法人实体
  • 在编制财务报表之日，由相关执行机构核
定后确认超过两个门槛（年度收入、财政年

度平均雇员人数、和资产负债表总额）的商
业组织。

除此之外，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会计法》
第十条之二，所有商业组织（公共利益实体
和极小型企业除外）若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
的子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之日，由相关执
行机构核定后确认超过两个门槛（年度收入，
财政年度平均雇员人数和资产负债表总额）
则必须编制符合 IFRS 规章的合并财务报表。
但根据会计法第十条之三，若是没有超过两
个门槛，则需使用阿塞拜疆自身的会计准则
来制定合并报表。

其他种类商业组织（除小型企业）则可选择
采用 IFRS 或是中小企业 IFRS 准则。若有商
业组织 （公众利益实体和极小型企业除外）
选择不使用 IFRS 或是中小企业 IFRS，则必
须采用阿塞拜疆财政部基于 IFRS 所制定的

阿塞拜疆国家会计准则。符合极小企业定义
的公司则可选择使用中小企业 IFRS 准则、
阿塞拜疆国家会计准则、或是阿塞拜疆财政
部制定的极小企业专用特殊简易会计法规。
表 2-4 显示在阿塞拜疆的法规中，极小企业
的定义为：

2018 年 5 月，阿塞拜疆已立法修改其会计
法，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后，中小企业 IFRS

将会取代阿塞拜疆国家会计准则，而中小企
业除了中小企业 IFRS 外也可选择使用完整
的 IFRS。

5. 阿塞拜疆

表 2-4 阿塞拜疆极小企业定义

在工业和建筑行业
少于 50 名员工

年度营业额为 AZN2  
500,000

在农业行业
少于 25 名员工

年度营业额为 
AZN 250,000

少于 15 名员工

年度营业额为
AZN 1,000,000

少于 10 名员工

年度营业额为 
AZN 250,000

在批发行业 在零售、贸易、运输、服务行业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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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库曼斯坦的会计制度正在建立。根
据《 土 库 曼 斯 坦 的 会 计 和 财 务 报 告 法》
（Law of Turkmenistan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第四章第一条，土库
曼斯坦会计准则和系统是由财政部和土库曼
斯坦中央银行所审定。土库曼斯坦财政部
有权设立所有在土企业（除信贷机构外）的
会计和财务报告法规。信贷机构会计和财务
报告规定则由中央银行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和
《土库曼斯坦的会计和财务报告法》所设定。

现有的土库曼斯坦国家会计准则是由土库曼
斯坦财政部参考 IFRS 法规所修订。所有企业，
包括在土库曼斯坦经营的外国公司之分支机
构和代表处，都必须按照土库曼斯坦的国家
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表。但根据《土库曼石

油法》运营的公司不必完全采用国家会计标
准。石油业务企业的会计以及财务报告应由
承包商和分包商根据《土库曼石油法》、国
际惯例、和相关协议的适用规定来维护。另
外，所有会计的记账币种必须是土库曼马纳
币，若是涉及外币的交易，必须在交易发生
日时按照土库曼斯坦中央银行的法定汇率转
换成土库曼马纳币数额。

目前从种种法规和政府文献可见土库曼斯坦
正在从国家会计制度转向为 IFRS。根据《土
库曼斯坦的会计和财务报告法》第二章第 10

条会计政策，规定土库曼斯坦企业的会计政
策是根据自身以及国际会计准则所设立。关
于中小企业的财务报告，《土库曼斯坦的会
计和财务报告法》第三章第 16 条之 2 亦表

明财政部根据本国和 IFRS for SMEs 财务报
告准则，建立了一套简化的财务报表和中级
简化财务报表。另外，根据 2018 年 12 月所
召开的内阁会议结果显示，土库曼斯坦有意
且并打算开展所有过渡到 IFRS 准则必要的
初步程序和流程，包括起草方法指南、引进
软件、组织研讨会，以使本地的会计和财务
报告系统符合现有的国际标准。土库曼斯坦
的总统也签署了一项法令，从 2019 年 1 月
开始，所有企业和机构（信贷机构除外），
不论所有权形式如何，都需改为实施 IFRS

准则。但因关于土库曼斯坦会计的信息非常
少，目前并未收到关于土库曼斯坦是否已完
全实施 IFRS 的信息。

6. 土库曼斯坦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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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塔吉克斯坦会计准则的信息非常
之少。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塔吉克斯坦的
会计准则是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进行编制和
监管。目前塔吉克斯坦已阶段性的开始使
用 IFRS。塔吉克斯坦的会计和审计是受《塔
吉克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 (Law of 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所监管。这套法律的效

力涵盖了所有的组织机构，包括非居民法律
实体 3 。根据此法律第 22 条之 2 显示，所
有财务报表以及财报附录的编制法规是根据
IFRS 或塔吉克斯坦的国家标准以及《塔吉克
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所制定。这也代表
一般的法律实体必须在每个财务报告期间编
制以 IFRS 准则或以塔吉克斯坦国家会计准
则为主的年度财务报告。但上市公司或是公

非本国注册的法律实体3

7. 塔吉克斯坦

共利益实体则必须采用 IFRS 法规以及遵循
《塔吉克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的规定。
至于金融机构（银行、金融机构、和小额信
贷机构） ，《塔吉克斯坦会计和财务报告法》
第 22 条之 4 规定此类机构之财务报告方法
是由塔吉克斯坦国家银行进行监管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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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是最主要的会计
管理机构及准则制定机构，统筹管理吉尔吉
斯的会计管理工作。目前吉尔吉斯坦有两套
法律规范何种企业实施何种法规。根据《吉
尔 吉 斯 坦 会 计 法》(The Law of the Kyrgyz 

Republic on Accounting) 以及《吉尔吉斯共
和国国家银行，银行和银行活动法》(Law of 

the Kyrgyz Republic on the National Bank 

of the Kyrgyz Republic, Banks and Banking 

Activity) 显示，吉尔吉斯共和国很大部分已
采纳和实施 IFRS 法规和中小企业 IFRS 准则。
根据《吉尔吉斯会计法》第一章第一条之二，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所有公共利益实体，
不论所有权如何，必须采纳 IFRS 的规定办
法来编制会计和财务报表。公共利益实体为：

• 证券在交易所上市的发行实体
•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许可的银行
或其 他金融机构
• 投资基金
• 保险公司
• 私人养老基金

此外，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实体，除
公共利益实体外，不论其所有权如何，均需
使用中小企业 IFRS 准则。中小企业也可根
据其内部的理事机制决定是否使用 IFRS 或
中小企业 IFRS 法规来编制财务报表。而个
体经营户和微型企业则可施行吉尔吉斯共
和国政府制定的简化会计规则或是 IFRS for 

SMEs。另外，《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

银行和银行活动法》第十一章第五十五条也
规定吉尔吉斯国家银行也需根据 IFRS 对其
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报告和核算。

因吉尔吉斯坦亦是伊斯兰国度，其许多金融
机构并未实施西方的金融系统，而是遵循伊
斯兰银行和金融的原则和体系。因此吉尔吉
斯坦会计法规定，使用伊斯兰体系的金融机
构必须按照吉尔吉斯坦伊斯兰财务会计准则
来编撰财务报告。

8. 吉尔吉斯斯坦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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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之前，根据 2012 年版的《格鲁吉
亚会计和财务审计法》(Law of Georgia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udit) 格 鲁 吉 亚
的会计准则是由认可的专业组织比如格鲁吉
亚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联合会（Georgian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or GFPAA） 来 制 定 和 规 范。 在
2016 年 6 月格鲁吉亚政府通过了《格鲁吉
亚会计、审计、和报告法》 (Law of Georgia 

on Accounting、Auditing、and Reporting) 。
此新法在格鲁吉亚财政部设立了公共监督局
（Public Oversight Authority or POA）作为
监管会计专业的机构。公共监督局负责颁布
国际准则以及翻译 IFRS 和 IFRS for SMEs 成
格鲁吉亚语。同时此机构也负责诸多审计规
范的设立比如审计规则和要求、审计质量控
制系统和审计公司和审计师的调查和纪律。

在 格 鲁 吉 亚，《 格 鲁 吉 亚 企 业 家 法 》
（Law of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on 

Entrepreneurs) 和 《格鲁吉亚会计、审计、
和报告法》分别设立了格鲁吉亚公司所需遵
守的会计报告法规。《格鲁吉亚企业家法》
为格鲁吉亚的所有商业实体设定了基本的财
务报告框架，而《格鲁吉亚会计、审计、和
报告法》则制定了详细的会计和审计要求。
《格鲁吉亚会计、审计、和报告法》同时也
划分了何等企业需用何种法规。

格 鲁 吉 亚 财 政 部 使 用 了 以 企 业 或 机 构 的
本 质 和 大 小 来 划 分。 根 据《 格 鲁 吉 亚 会
计、审计、和报告法》(Law of Georgia on 
Accounting、Auditing、and Reporting) 第
一章第二条项目 S 到 V 和项目 X，格鲁吉亚
企业和机构可大致被归类为五大类：

第一种类（企业实体在财务报告期末应至少
满足下述三个标准中的两个）

a. 总资产价值超过 GEL 4 50（百万）
b. 营业额超过 GEL 100（百万）
c. 平均员工数在财务报告期间超过 250 人

第二种类（企业实体不代表第四类和第三类
企业以及在财务报告期末应至少满足下述三
个标准中的两个）

a. 总资产价值不超过 GEL 50（百万）
b. 营业额不超过 GEL 100（百万）
c. 平均员工数在财务报告期间不超过
250 人

第三种类（企业实体不代表第四类企业以及
在财务报告期末应至少满足下述三个标准中
的两个）

a. 总资产价值不超过 GEL 10 （百万）
b. 营业额不超过 GEL 20（百万）
c. 平均员工数在财务报告期间不超过 50

人

第四种类（企业实体在财务报告期末应至少
满足下述三个标准中的两个）

a. 总资产价值不超过 GEL 1（百万）
b. 营业额不超过 GEL 2 （百万）
c. 平均员工数在财务报告期间不超过 10

人

第五种类 公共利益实体
a. 财务报告实体，其证券根据《格鲁
吉亚证券市场法》(Law of Georgia on 

Securities Market)，在格鲁吉亚证券市
场进行交易。
b. 商业银行或符合格鲁吉亚国家银行
的《格鲁吉亚组织法》(Organic Law of 

Georgie) 的合格信贷机构
c. 符合《格鲁吉亚小额信贷组织法》
(Law of Georgia on Microfinance 

Organisations) 的微型金融组织
d. 符 合《 格 鲁 吉 亚 保 险 法》(Law of 

Georgia on Insurance) 的保险公司
e. 符合格鲁吉亚《非国家养老保险和福
利 法 》(Law of Georgia on Non-State 

Pension Insurance and Welfare) 的非国
家养老金计划的创始法人
f. 符合《格鲁吉亚投资基金法》(Law of 

Georgia on Investment Funds) 的 投 资
基金
g. 符合《格鲁吉亚非银行存款机构法 - 
信用社》(Law of Georgia on Non-Bank 

Deposit Institutions – Credit Union) 的
非银行存款机构 - 信用合作社
h. 被格鲁吉亚政府定义为公共利益实体
的企业

除五大类外，还附加一类为非创业 ( 非营利 )
法人实体。目前格鲁吉亚有三种会计法规，
IFRS、中小企业 IFRS、以及公共监督局所设
立的国内会计准则。根据格《格鲁吉亚会计、
审计和报告法》第二章第三条之八和十规定，
第一种类和公共利益实体的企业必须完全采
用 IFRS 法规。第二和第三类别的企业被允
许使用中小企业 IFRS 准则，但也可根据企
业自行判断是否使用 IFRS。最后，第四类别
的企业和非创业 ( 非营利 ) 法人实体需使用
公共监督局的会计规章，但也可根据企业自
行判断改选择使用 IFRS 或是中小企业 IFRS

准则。

GEL 为格鲁吉亚里拉。GEL 1 = 0.3753 USD ( 大约 )4

9.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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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f Mongolia) 第 19 条，在
合同基础上履行政府职能的非政府组织
• 在商业银行行业作为特殊目的公司或
投资基金来营运的商业实体。

新版的会计法也规范了何种企业应当使用中
小企业 IFRS。 表 2-5 列出了何种企业该使
用 IFRS for SMEs：

另外，会计法也包含了关于报告语言和货币
的要求。2016 年 1 月以后，所有企业必须
使用蒙古语来记账，除非财政部准许，否则
不可使用外语。新法还要求企业的记录和财
务报告里的币值均必须使用蒙古图格里克。
此外，新法也规定拥有一个或多个子公司的
商业实体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集团形式
的情况下，比如子公司也拥有自己的子公司，
最终母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如果最
终母公司是国外注册的公司，则在蒙古注册
的控股公司（或许也是整个国际集团的子公
司）将根据其所有子公司的财务数据编制合

在蒙古，财政部负责制定和实施会计准则。 
此外，财政部，特别是会计政策部，负责监
督实体的 IFRS 标准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IPSAS）的实施。 在该职位上，它负责
制定、批准指导、解释其他相关文件。 此
外，财政部还为会计师组织研讨会，以协助
实施国际会计、审计和评估标准。虽然财政
部是唯一的官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但属于
非政府组织的蒙古会计师协会（Mongoli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r 

MonICPA）仍可向财政部提供有关采用 IFRS

标准的建议，以及提供会计师专业培训和建
立和执行审计标准。 

作为蒙古政府改革计划中的一环，蒙古的会
计制度在 2015 年也做了修改，并在 2016

年 1 月开始实施。在旧的会计制度中，蒙古
公司 ( 中小企业除外 ) 必须使用 IFRS，但中
小企业 IFRS 并未被政府列入实施范围中。
从 2016 年开始，新版本的《蒙古国会计法》 

(Law of Mongolia on Accounting) 给予了蒙
古公司选择的弹性。除了规定中的企业外，
其他企业可自行选择使用 IFRS 或中小企业
IFRS。

在新的会计法里，以下类型的实体是必须要
使用 IFRS：

• 任何在本地或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股份公司
• 已申请在本地或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
• 持 有《 商 业 活 动 许 可 法 》(Law of 

Mongolia on Licensing) 第 15.25 、
15.36 、15.47 、15.10.58 、15.10.69 和
15.10.13 10 条规定的许可证的实体
• 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拥有和部分拥
有的实体  
• 提供电力、供水或供暖的公共服务实
体
• 政党和根据《蒙古国政府法》(Law on 

银行业
证券行业
金融和经济行业
矿产勘探行业
矿产开采行业
油生产和批发行业
MNT 为蒙古图格里克。MNT1 = 0.0004 USD ( 大约 )

5

6

7

8

9

10

11

表 2-5 蒙古允许使用中小企业 IFRS 的企业标准

根据合同或劳动协议
工作的实体或公民

员工少于或等于 199 人
年营业额 少于或等于
MNT  11 15 亿 

员工少于或等于 149 人
年营业额 少于或等于
MNT 15 亿

员工少于或等于 199 人
年营业额 少于或等于
MNT 15 亿

员工少于或等于 49 人
年营业额 少于或等于
MNT 10 亿

总员工少于或等于 19 人
负责制造的员工少于或
等于 9 人
年营业额 少于或等于
MNT 250 ( 百万 )

批发商 零售商 服务类企业 服务类企业

10. 蒙古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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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中期财务报表。 这一项新要求是用于防止
蒙古中间控股公司利用 IAS 27 中的豁免条
款（若最终母公司已编制了合并财务报表，
其中间控股公司无需再制作合并财务报表）
来避免编制和其子公司的合并报表。新颁发
的公司法也规定，子公司必须分别发布自身
的财务报告，而母公司应与子公司一齐签发
合并财务报告。

和旧的会计法一样，新的会计法也要求所有
蒙古企业必须使用 IFRS 准则，甚至还加大
了其使用力度。但一些新公司法和新会计法
的条款可能会和 IFRS 的法规在应用上有冲
突。比如在合并报表上，两套新法都要求子
公司必须编制合并报表，但 IFRS10 却只要
求控股公司编制即可。除此之外，《蒙古国
公司法》 (Company Law of Mongolia) 对于
子公司的定义和 IFRS10 也有所不同。公司
法第六条之四表明若一家公司被其控股公司
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50% 股权时即为其控
股公司之子公司。但 IFRS10 对所谓受控实
体的界定是在于母公司是否对其受控实体有
控制能力而非持股水平（控股水平可能少于
50%，但在董事会有绝对的控制权）。因定
义上的不同，若发生以下两种情况，在 IFRS

法规的应用上可能会和蒙古的公司法和会计
法互相抵触。第一种情况，受控实体在董事

会上有绝对控制权，但持股水平低于 50%，
虽符合 IFRS10 的定义，但不符合《蒙古国
公司法》对于子公司的界定。第二种情况，
控股超过 50% 符合了蒙古公司法对于子公
司的定义，但母公司在董事会上未有绝对的
控制权，因此不符合 IFRS10 对于受控实体
的规定。

再有，蒙古律法和 IFRS 对于受控实体定义
的不一致也会造成蒙古公司编制合并报表的
难处。比如《蒙古国公司法》规定母公司必
须编制合并报表，而《蒙古国会计法》第四
条之一要求公司必须遵守 IFRS 准则来制作
财务报告，因此合并报表就必须依照 IFRS

的合并受控实体和非受控实体的权益会计
方法来编制。但这就有了问题，若是采用
IFRS，则必须遵循 IFRS10 对于受控实体的
定义。在根据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关系的性
质以及持股水平为 50％或以下的情况下，
IFRS 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但蒙古的会计
法和公司法并未说明如何对非子公司的受控
实体进行会计处理，也未提供如何合并此等
子公司财务的方法。这就让蒙古公司陷入了
两难。因为就算完全遵循 IFRS 的法规也无
法满足蒙古法律的要求，而若遵循蒙古律法
则无法采纳 IFRS 准则来编制报表。因此若
是发生以上这两种情形蒙古公司在很大的程

度上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来试着找到满足所
有要求的解决方案。这一问题很有可能让原
本可得到国际认可和接受的蒙古会计框架蒙
上了一层阴影，也可能让其会计国际化进程
受到阻碍。

虽然蒙古律法和 IFRS 的条款有些冲突，但
其和 IFRS 趋同的程度上在 CAREC 会员国仍
属于较成熟的。

以上是对 CAREC 成员国会计准则概况的阐
述。目前已有 7 个 CAREC 国家已要求或允
许本国企业采用 Full IFRS，以此可见在国际
会计准则的使用上这些国家已趋于成型。虽
然仍有 3 个国家还未完全采纳 Full IFRS，
但业已开始或是已经在会计趋同的道路上。
至于 IFRS for SMEs，绝大部分的国家并不
强制要求本国中小企业必须采用国际准则，
而是赋予中小企业选择的权利。比如可以选
择是否使用 IFRS for SMEs、Full IFRS 或是
本国的中小企业会计准则或简易版的会计准
则。

下一节本研究将以阿富汗、吉尔吉斯坦和蒙
古为例分析 CAREC 国家和中国在会计制度
上的不同之处，并能为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
国家经营投资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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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会计政策、会计科目和关联交易方
面与我国会计准则有些许差异。

（1）会计政策差异
在会计政策上，阿富汗使用的是国际会计准
则，因此如存货、资产减值、收入确认政策
等有些许不同。首先，我国会计准则和 IFRS

对收入和费用存在不同认识。我国会计准则
中对收入和利得及费用和损失进行了区分，
但并未对利得和损失单独设立会计要素，而
是将其包括在了利润这一要素中。国际准则
则没有对其进行区分，收益要素中包括了利
得，费损要素包括了损失。

其次，对利润要素的设置不同。我国的会计
准则没有将利得和损失并入会计要素，但在
计算时利润包括了利得和损失。IFRS 则没有
单独设立利润要素。在收入和费用、利得和
损失的设置方面，国际准则将收入和利得全
部归类为收益，将费用和损失全部归类为费
损。

而在对利润要素的认识方面，我国会计准则
对利润的定义和国际准则也有所不同。我国
准则认为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
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并将利
润单独设置为一个会计要素和收入与费用要
素相独立。我国对利润的定义包括了收入和
费用，而在归纳归纳会计要素时，利润又成
为和收入、费用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这
样就导致利润表的三个要素收入、费用和利
润不存在“收入 - 费用 = 利润”的逻辑和数

量关系。我国的会计准则之所以要单列“利
润”目的是为了尊重中国的传统，而 IFRS

中没有单独的利润要素，直接原因在于国际
准则将利得和损失分别归入收益和费损，
认为利润是收益和费损的相抵之差，收益与
费损的确认和计量从而也是利润的确认和计
量，因而利润要素也就无须单独设立。

（2）会计科目差异
阿富汗和中国的会计科目有以下两种差异，
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差异和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与终止经营方面的差异。

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方面的差异是在资产减值
准备的转回方面，国际准则对企业计提的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允
许转回，计入当期损益。而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则规定此类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
回。但在许多实际应情况上，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因为客观条件改变而会发生变化，实际
价值若是能得以恢复，应该被允许转回。尤
其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经济信息比较充
分且获得信息的机制、管道比较健全、畅通
的情况下，非流动资产的实际价值确实应该
反映市场的实际情况，允许非流动资产减值
准备的转回与企业会计准则反映市场变化的
目的相一致，有助于报表使用者正确判断企
业的资产状况。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与终止经营方面的差
异是关于其处理方式的不同。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 5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和终止经营》里单独规定了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非流动资产
主要是指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终止经营
是指对企业的车间、分部、子公司等予以处
置或将其划分为准备出售对象。根据该准则
规定，如果企业管理层准备处置该部分非流
动资产和终止经营，就应将这部分资产从非
流动资产转出作为流动资产，停止计提折旧
或者摊销，采用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销
售费用孰低计量，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
去销售费用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我国根
据实际情况，没有单独制定这一准则项目，
而是在固定资产、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准则
中采用其它方式处理，达到类似效果。

（3）关联交易方面的差异
IASB 认为同受国家控制的企业皆须被视为
关联方，所发生的交易作为关联方交易，在
财务报表中要求充分披露，而这一规定不符
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国有
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较多，如按国际准则
规定，大部分都是关联企业，实际上这些企
业均为独立法人，如果没有投资等纽带关系
不构成关联企业。因此，中国准则规定，仅
同受国家控制但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和重
大影响的企业，不能认定为关联企业，从而
限定了国家控制企业关联方的范围，大大降
低了企业的披露成本。

（三）部分中亚国家和中国会计准则比较

1.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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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CAREC 许多国家和中国的会计准则均处于向 IFRS 趋同的过程中，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符合自身国情的会计准则。因此，中
国和 CAREC 各国的准则仍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然而，由于资料的可得性，难以一一比较 CAREC 各国和中国会计准则的异同。在收集了
必要的信息和整理筛选后，本文选择了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这三个会计资料相对较详尽的国家展开比较分析。在本节中，本文将
比较中国和阿富汗、吉尔吉斯以及蒙古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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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会计准则在金融工
具、借款费用、关联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或有事项、和资产减值有所差别。

（1）金融工具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对于金融工具最大的不
同在于中国会计准则接受公允价值的概念，
并且在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方面给出了
明确的指导。这一点上中国会计准则比吉尔
吉斯斯坦会计准则更加与国际会计准则趋
同。吉尔吉斯斯坦会计准则中目前没有金融
工具的概念，因此也没有明确金融工具的准
则。吉尔吉斯斯坦有债券和股票，却缺少套
期保值与衍生工具的概念，同时对于新型经
济业务的理解和处理也存在不足之处。

（2）借款费用
在范围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借款费用主要
包括短期借款、溢价或者折价的摊销、辅助
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在
内容上，中国会计准则主要是对予以资本化
的借款费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吉尔吉
斯斯坦与中国相比，在借款费用准则中不仅
包括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会计核算规定，
同时也包括使其费用化的借款费用的会计核
算规定，如短期借款、票据和债券的确认、
计量和披露要求等。

（3）关联方
中国会计准则第 36 号对关联方这一概念做
出了明确指示。关联方是指一方控制、对另
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另一方，以及
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重大影响
或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其中，控制是
指具有决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政策和财务的权
力，同时能够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利
益。而共同控制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约定共同
控制某项经济活动。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
业的经营政策和财务只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但是无法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
策的制定。相较于中国准则，吉尔吉斯斯坦
关联方的定义不是使用存在控制、施加重大
影响时被认为是关联方的概念，而是采用吉

尔吉斯斯坦的《商品市场竞争与限制垄断法》
对于关联方的定义。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把
合作经营区分为形成经营实体与不形成经营
实体两种情形。形成经营实体的情形适用于
共同控制采用关联方披露准则，而不形成
经营实体的情形则采用合伙企业信息披露准
则。因此吉尔吉斯斯坦对于关联方的定义与
中国的定义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和区别。

（4）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准则方面的区别存在于调整事项的会计处
理。根据吉尔吉斯斯坦的会计准则，调整事
项在报告期间需要在结账期账户进行归集，
在下一会计期间应首先对于之前计入结账期
账户的调整事项进行反向冲回，再按正常的
方式进行会计处理。相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处理，中国会计准则
要复杂复得多。

根据中国准则，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
的事项，首先要对属于调整事项以及非调整
事项进行区分。对于调整事项，首先应对具
体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再分别进行处理。对于
涉及损益的事项，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核算，有两种做法：
a. 调整增加以前年度收益或调整减少以前年
度亏损的事项，以及其调整减少的所得税，
均记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贷方。
b. 调整减少以前年度收益或调整增加以前年
度亏损的事项，以及调整增加的所得税，记
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借方。
对于涉及利润分配调整的事项有以下做法：
a. 直接在“利润分配 - 未分配利润”科目核算；
b.“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贷方或借方
余额，转入“利润分配 - 未分配利润”科目；
c. 不涉及损益以及利润分配的事项，应当调
整相关科目。

在进行上述账务处理之后，还需要对会计报
表相关项目的数字进行调整。而对于非调整
事项不影响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状况，重大
事项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5）或有事项
或有事项就是指由于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
形成的，但其结果必须通过某些未来事项的
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中国
会计准则第 13 号中明确规定了或有事项的
定义，指出或有事项应该根据履行相关的现
时义务时需要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
量，但是中国的会计准则并没有预计负债费
用化还是资本化，而吉尔吉斯斯坦会计准则
对预计负债应作为费用计入损益这一事项进
行了明确地规定。

（6）资产减值
吉尔吉斯斯坦会计准则与中国以及国际会计
准则目前存在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资产减值
问题。中国会计准则第 8 号中规定，企业应
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出现减值迹
象。如果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那么企业需要把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少到可回
收金额，并且根据减值计提的金额来确认资
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应当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可回收金额是由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资产负债表日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差额两者孰高确定
的。

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公允价值的说法没有得
到认可，可收回金额、可变现净值以及现值
作为期末资产计量原则同样无法得到认可，
这就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在资产减值方面的处
理不尽完善。在吉尔吉斯斯坦会计准则中，
存货等资产减值处理方法比较简单，而固定
资产期末账面价值则不进行调整，固定资产
减值仅能在年初由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方能
确认损失，并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没有资
产减值的概念造成吉尔吉斯斯坦许多会计准
则与中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有着一定程度的
区别。

2. 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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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会计政策与中国会计准则差异在于基本
会计政策里的差异。因蒙古国采用的是国际
会计准则，因此蒙古国与中国的会计差异也
可被视为中国和 IFRS 的差异。差异表现为
以下方面：

（1）在现金流量表准则中，IFRS 同时允许
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中国仅允许采用直接
法；对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和股利，IFRS 允
许在保持一贯处理的前提下可以归入经营活
动、投资活动或筹资活动，中国准则要求将
支付的利息和股利列为筹资活动，将收到的
利息列为投资活动。

（2）在建造合同准则中，IFRS 允许将因订
立合同发生的、与合同直接相关的费用作为
合同成本的组成部分，中国准则要求将订
立合同而发生的有关费用直接确认为当期费
用。

（3）在固定资产准则中，IFRS 对非同类固
定资产交换产生的固定资产允许以公允价值
计量，并确认利得或损失，中国准则要求以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不允许确认利得
或损失。对于固定资产处置产生的收益或损
失，IFRS 允许计入当期并包含在经营活动损
益中，中国准则要求列为营业外收支。

（4）在租赁准则中，IFRS 对公允价值、经
济寿命、使用寿命等术语作了定义，中国准
则对它们未作定义。在对经营租赁和融资租
赁区分的判断上，IFRS 强调公允价值，中国
准则强调账面价值。

（5）在收入准则中，IFRS 仅规定了收入计
量的一般原则，即要求收入以已收或应收的
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中国准则却对销售商
品的收入、提供劳务的收入、利息收入等确
定了单独的计量原则。

（6）IFRS 允许资本化的对象包括固定资产
和存货，但中国准则仅包括固定资产。

（7）在关联方披露准则中，IFRS 所指的关
联方不涉及合营企业，中国准则将合营企业
视为关联方，IFRS 对某些情况下如已提供合
并财务报表的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受国家
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交易的披露作了一定的
豁免，中国准则没有这样的豁免。

（8）在投资准则中，IFRS 要求将投资成本
与投资者所享有的，在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中的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商
誉，并按商誉的规定进行处理。但中国准则
将投资成本与投资者应享受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的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
额，按一定的期限摊销并计入损益。

（9）在中期财务报告准则中，IFRS 要求提
供权益变动表，中国准则没有这一要求。

（10）在或有事项准则中，IFRS 要求按资产
负债表日履行现时义务所要求支出的最佳估
计值的折现金额来确认一项准备的金额，中
国准则规定因或有事项确认的负债，其金额
应是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并
采用了预计负债的概念。

（11）在无形资产准则中，对于资产交换产
生的无形资产，IFRS 要求区分同类与非同类
资产交换，并要求按收到资产的公允价值入
账，中国准则要求根据非货币交易准则，按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等等。

以上是本研究以阿富汗、吉尔吉斯坦和蒙
古为例与中国会计准则比较，并对其不同之
处进行梳理。目前阿富汗、吉尔吉斯坦和蒙
古皆有些许会计准则和中国的准则有不同之
处，尤其是在对于处理关联方交易和资产减
值方面有所差异。在这三个国家里，蒙古是
完全使用 Full IFRS 准则，因此中国和蒙古在
会计准则上的不同也可被视为和 IFRS 的不
同。

3. 蒙古

中亚国家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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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accaglobal.com/insights/c87/Drivers_of_changes-87-861.htm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4 月《地区经济展望》更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19/04/17/reo-menap-cca-0419 
http://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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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近几年，中亚地区总体形势基本稳定，安全
环境整体向好，区域内各个国家间关系有所
缓和。在经济层面，俄罗斯经济的回升和中
国经济的稳健增长给中亚国家带来的溢出效
应明显，中亚各国经济增长整体向好，外贸
环境有所改善，进出口有所回暖。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4 月最新更新的《地
区经济展望》13 指出，2019 和 2020 年，高
加索和中亚地区的预计增速为 4.1%，与去
年预测的 4.2% 相比，增长前景变化不大。

很多中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有所提升，
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根据世界银行 2018 年
和 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14 ，本次研究
的 9 个中亚国家（除土库曼斯坦没有排名）

排名整体上升 7 位。在全球 190 个国家中，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排名进
入前30名。根据2019年最新的报告，阿富汗、
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排名有所提升（见
下表）。

在国家政策层面，不少中亚国家提出 2020-

2025 年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如哈萨克斯坦
2050 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福利与繁荣年”
规划、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
塔吉克斯坦“能源交通粮食”三大战略及土
库曼斯坦建设“强盛幸福时代”发展战略。
这些战略规划为本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政策保
障，规划的共同之处是将经济发展放在重中
之重，进一步明确了本国的区位优势与发展

方向，这些中亚国家有望与国际社会进一步
融合。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区域机制
和平台，不少中亚国家已经加入上合组织、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由于
特殊的地缘位置，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枢纽，可谓“通”
中之重。除特殊的地理位置外，该地区还具
有矿产资源富集、农牧业较为发达等自然禀
赋。

在贸易畅通方面，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贸易总额持续增加，各
领域合作不断深化。2017 年，中国与中亚
五国贸易总额较 2016 年的 300.47 亿美元大

（一）中亚国家会计人才体系环境分析

1.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发展

三、中亚国家会计人才体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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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的财会行业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因素众多，根据 ACCA 全球研究《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12 的发现，
以下三个主题有望对中亚国家财会行业产生最重大的影响。



幅提升，达 359.81 亿美元。其中，中哈双
边贸易额为 180 亿美元，中吉 54.48 亿美元，
中塔 13.7 亿美元，中乌 42.2 亿美元，中土
69.43 亿美元。通过积极参与双边与多边经
贸合作，中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贸
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15。 

在资金融通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 欧亚经济合
作基金等金融平台，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供给。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此外，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也正在开展调研，
探索与中亚国家开展深入合作的可能，以为
中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更加充裕
和可持续的资金供给。

然而，由于中亚各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体制
等问题，安全形势潜在风险仍然较多。部分
国家仍有动荡战乱，存在恐怖主义、分裂主

义和极端主义等恶性事件，这是中亚地区安
全的主要威胁。在经济层面，近年来国际市
场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的行情，对高度依赖
大宗商品价格的不少中亚国家的外汇收支造
成负面影响。不少中亚国家出口收入对 GDP

的影响很大，例如蒙古、格鲁吉亚、阿塞拜
疆出口对 GDP 的贡献接近或超过 50%（见
下表）。国际金融环境动荡和自身抵御风险
能力不足，中亚国家外汇市场波动较大、货
币贬值压力巨大，区域通胀水平居高不下。
此外，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的加剧
将继续给地区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随着中亚各国致力于推动本国经济、调整产
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优化投资环境，更
加深入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这
将为中亚国家的财会行业从业者及相关专业
人士带来诸多机遇和挑战。专业会计师应了
解并适应全球良好的商业实践、适应职能角
色的变化、拥抱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适应不

断更新的监管规定、甚至适应在新的工作地
点开展工作。随着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要求，
专业会计师必须获取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提升个人道德水平。

此外，中亚国家的会计准则与商业准则的
协调性也在不断提高，本报告上文中介绍了
中亚国家采用 IFRS 的情况。对于国际金融
平台资助的项目，各国也需要提供符合国际
财务报告和审计准则要求的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这使得有些中亚国家需要引进外国专业
会计师开展工作。因此，我们预期中亚国家
的大中型企业将增加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
国际财务工作团队的需求。掌握多国语言、
了解不同国家与文化、具备在多元化团队中
工作的人际交往技能、并且能够在跨文化的
背景下开展有效的管理并展现领导力，这些
新的素养、技能和价值观，对于专业会计师
来说，最终将变成与专业知识和技能同等重
要的内容。

https://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gd/10000166/20190226/35305302_all.htm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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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亚各国出口占 GDP 的比例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国家

同比（%） 同比（%）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11.7%

37.8%

44.7%

28.5%

35.2%

45.6%

10.6%

10.5%

35.7%

19.6%

5.9%

46.4%

43.6%

31.8%

35.8%

50.2%

9.1%

12.9%

22.1%

18.7%

5.9%

48.7%

50.3%

34.4%

35.4%

59.8%

8.2%

15.7%

22.5%

29.8%

-5.8%

8.6%

-1.1%

3.3%

0.6%

4.6%

-1.5%

2.4%

-13.5%

-0.9%

0.0%

2.3%

6.7%

2.5%

-0.4%

9.6%

-0.9%

2.8%

0.3%

11.1%

2015 年 15-16 年2016 年 16-17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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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强化的监管与治理将对中亚国家的财
会行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中亚国家多项国家
治理的关键改革工作尚未完成。例如在采用
IFRS 方面，已有数个中亚国家对于公共利益
实体或金融机构要求全面采纳 IFRS。然而承
诺采纳 IFRS 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最关键的
是这些中亚国家要确保在应用 IFRS 时的质
量和效果。

其次，随着全球增长阻力加大，脆弱的金融
部门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因为部分国家的
银行体系正在处理问题资产，包括不良贷款。
这些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有关国家治理的改革进程面临不少
挑战，监管和治理框架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此外，由于 2014-2016 年油价暴跌等外部冲

击，不少中亚国家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
这使得几个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上升，包括
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见下
表）。为了确保高速、可持续且更具包容性
的增长，几个中亚国家在促进私营部门发展
和多样化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了积极努
力。

上述监管和治理环境的变化，对所有专业会
计师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首先，随着中亚国家将促进贸易作为重要发
展目标，企业会计师需要了解全球贸易和市
场的发展、熟悉本国的贸易体系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发展、清除资本自由流动障碍、遵守
反洗钱的有关监管等。其次，为了更加有
效的管理和监控对外债务，公共部门的会计

师需要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对公共财政收支
进行有效的管控。此外，由于中亚国家税收
占 GDP 的比重普遍较低（见下表），随着
公共财政压力的增加，不少中亚国家希望提
高税收基数，这将影响许多领域的专业会计
师――包括企业会计师和税务工作者。

另一方面，地区差异性会对监管和治理产生
重大影响。例如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金融体系完全
或者部分采用伊斯兰金融，随着中亚国家之
间的经济往来增加，专业会计师需要了解伊
斯兰金融的作用和发展，说明伊斯兰金融的
应用原理和主要模式等。

2. 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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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中亚各国对外债务水平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7 年

对外债务存量（亿美元）

同比（%）国家 2016 年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12.4%

42.4%

115.8%

131.7%

122.8%

246.9%

24.4%

64.9%

1.4%

23.8%

12.1%

39.1%

109.8%

118.4%

111.2%

285.5%

26.3%

71.3%

1.9%

35.0%

-0.2%

-3.3%

-5.9%

-13.3%

-11.6%

38.7%

1.9%

6.4%

0.5%

11.2%

24.3

150.2

158.2

1637.2

79.3

257.4

721.6

53.0

5.1

162.9

2016 年

对外债务存量（占国民总收入比例）

2017 年 变化

4.9%

1.6%

-0.4%

2.3%

2.9%

9.6%

17.1%

10.9%

53.6%

8.7%

25.5

152.5

157.6

1674.8

81.6

282.0

845.2

58.8

7.8

177.1

8.84

14.56

23.47

9.92

16.95

11.35

nil

nil

nil

17.16

9.25

13.20

23.76

10.55

17.36

nil

nil

nil

nil

14.55

税收占 GDP 的比例（%）

2016 年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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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16，中亚 8 国（除土库曼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没有数据）在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国
家中，平均排名 99 名，2017 年 ICT 的平均
得分为 4.67，比 2016 年上升 0.18。该指数
是由全面反映信息化发展水平的 11 个要素
合成的一个复合指标，涉及信息化基础设施、
信息化使用、知识水平、发展环境与效果和
信息消费各个方面，比如，拥有计算机的家
庭数量、互联网的使用人数以及掌握的水平
等，可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
的综合评价手段。

虽然上述中亚 8 国整体排名仍落后于全球中
位数水平，但其中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上显著优于
其他中亚国家。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也将信息化建设纳入
了国家发展战略，近几年在数字基础设施方
面有较大的提升。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商
业影响，必将转变会计实务和专业会计师需
要具备的素养和能力。智能软件和系统将取
代手工劳动（如记账），实现复杂和多方面
的流程自动化（如财务决算）。同时随着数
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些中亚国家（例如巴
基斯坦）正在积极推动财务共享服务和外包
业务的发展，这将改变财务工作的流程和方

法，对专业会计师的能力要求也随之改变。
对所有的专业会计师而言，熟知新的商业、
融资、支付和服务模式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此外，熟练运用数字化财务软件和工具
也有利于会计师更加高效地出具更高质量的
财务报告，扩大预测性分析的领域，并提供
财务和非财务绩效报告。而通过进一步利用
社交媒体和多媒体技术，会计师能够增强协
作、完善公司披露和对外信息、提高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度。

综上所述，未来中亚国家的会计师需要具备
必要的专业素养、技能和视野，满足企业对
高质量、前瞻性的综合信息日益增加的需求，
同时满足更多利益相关方日益频繁地对特别
报告的需求。随着中亚各国更加深入地参与
到“一带一路”倡议，本地经济更加融入到
区域和全球化经济发展之中、不断增加的监
管和治理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对内
外部报告以及财务和非财务绩效的需求还将
进一步增加。最重要的是，企业期望专业会
计师做出专业判断，在有关职业道德、独立
性和职业怀疑方面采用最高的标准。

相比以前，预计所有中亚国家的专业会计师
的能力都将超越表面的数字，与企业其他部
门人员和企业外部人员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并建立伙伴关系。专业会计师需要能够理解
并解释数字背后的意义、提供洞见和有价值
的信息，帮助企业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采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mis2017.aspx16

3.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取更具战略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越来越
多地参与企业决策。

从中亚国家的专业人才培养角度出发，目
前仍面临很大的挑战。在 10 个国家中，阿
富汗尚没有本国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塔吉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本国会计师组织，
发挥的作用有限，尚未加入国际会计师联
合会（IFAC）；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的本国会计师组织以准会员的身份加入
IFAC，但并没有遵守 IFAC 全部的会员义务
公告（SMO）。

从会计和审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来看，中
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有关 IFRS 和
国际审计准则的教育体系、良好的教学师资
和与国际接轨的教学资料。不少国家仍然适
用前苏联的财务制度进行会计教学，难以适
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审计准则的要求和实
践。

从会计师事务所和法定审计行业的发展来
看，国际会计网络已经覆盖到中亚各国，其
中“国际四大”已经在 10 国中的 9 个国家
设立了成员所。中亚国家的主要银行由这些
国际会计网络的成员所负责审计。当地的中
小型会计事务所仍以提供报税为目的的财务
报告审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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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

2017 年

得分

变化国家 2016 年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上述中亚国家平均分
中国
全球中位数

165

60

73

51

110

87

148

103

100

83

159

65

74

52

109

91

148

95

99

80

+6

-5
-1
-1
+1

-4
0

+8

+1

+3

1.71

6.25

5.59

6.72

4.06

4.91

2.21

4.48

4.49

5.17

4.77

2016 年

排名

2017 年 变化

+0.24

-0.05

+0.20

+0.07

+0.31

+0.05

+0.21

+0.42

+0.18

+0.43

+0.38

1.95

6.20

5.79

6.79

4.37

4.96

2.42

4.90

4.67

5.60

5.15

表 3-3 中亚各国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



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发展

全球会计基础设施的变化和发展
提高各国会计准则、商业准则的协调性
不断提升的全球监管的复杂性
不断提高的合规的要求（工作的自动化水平也有所上升）
对掌握多种语言的员工的需求上升
与多种语言 / 多元文化团队的合作加强
不断提高的国际税收协定的复杂性
政府间税收行动（以及越来越多的信息共享举措，例如 BEPS）
税务和法务工作的日益增加
财务共享和外包服务的兴起
区域间经济共同体的崛起
防止外国人抢占本地就业岗位的压力

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全球会计基础设施的变化和发展
外部监管和企业内部治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复杂性也在提升
提高各国会计准则、商业准则的协调性
不断增加的对财务与非财务报告的需求，报告范围随之扩大
财务共享和外包服务的兴起
政府间税收行动（以及越来越多的信息共享举措，例如 BEPS）

中亚国家会计人才体系比较研究

• 数据来源：ACCA 专业洞察报告《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对专业会计师的
期望不断提升

数字技术的普及
与发展

图 3-1 对中亚国家财会行业产生最大影响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自动化、智能化的会计系统的发展
新兴商业模式的崛起，与传统商业模式的交叉应用
社交媒体在企业内部运营和对外披露中的作用
普通大众的互联网接入（成本更加低廉、连接质量上升）
云计算的应用
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
数字出版（例如企业年报）
融资新渠道（例如互联网众筹）
数字化推动实时报告
数字化改变对外披露的方法和形式

对专业会计师的期望不断提升

财务人员需要拥有业务视角
高级财务人员需要拥有战略思维
从全球视角看待自身商业环境
日益频繁地准备特别报告
减少内外部报告之间的障碍
非财务绩效和非财务报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实现财务流程集中化和标准化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
专注于可持续发展
满足外部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例如客户、供应商、监管机构等）
企业价值的测算方法不断改进
公众对财会行业的价值的认知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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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中亚各国专业会计师组织参与 IFAC 的情况汇总

国家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无
阿塞拜疆审计委员会
格鲁吉亚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联盟
格鲁吉亚独立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
审计师、会计师和财务经理联合会
哈萨克斯坦审计师公会
哈萨克斯坦专业会计师协会
会计师和审计师联盟
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
会计和审计发展研究所
蒙古注册会计师协会
巴基斯坦特许会计师协会
巴基斯坦成本和管理会计师协会
巴基斯坦公共财政会计师协会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公共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
经济学家联合会
专业会计师联合会
乌兹别克斯坦审计委员会
全国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

否
会员
会员
否
否
会员
准会员
准会员
否
否
会员
会员
会员
准会员
否
否
否
准会员
准会员

未知
1996 年
1998 年
未知
未知
1993 年
2011 年
1999 年
未知
未知
1996 年
1961 年
1951 年
1993 年
未知
未知
未知
2000 年
1992 年

不适用
2008 年
2000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2000 年
2011 年
2000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2012 年
1977 年
1977 年
1996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3 年
2000 年

专业会计师组织 IFAC 会员 加入 IFAC 年份成立于

表 3-5 “国际四大”在中亚国家的成员所设立情况

国家
阿富汗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蒙古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无
有（1）
有（1）
有（4）
有（1）
有（1）
有（5）
有（1）
无
有（1）

无
有（1）
有（1）
有（3）
有（1）
有（3）
有（3）
无
有（1）
有（1）

有（1）
有（1）
有（1）
有（3）
有（1）
有（1）
有（3）
无
无
有（1）

无
有（1）
有（1）
有（5）
无
有（2）
有（3）
无
无
有（1）

德勒 普华永道 毕马威安永

中亚国家会计人才体系比较研究

• 数据来源：国际“四大”官网
• 备注：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当地成员所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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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增长
到 2018 年为止，巴基斯坦在全球范围内是
第 24 大经济体、第 6 大人口（一半年龄在
24 岁以下）、第 3 大英语国家。主要经济
增长领域包括农业、财会服务、电信、房地
产、大型制造业和中小企业。为了使得巴基
斯坦能够更好的适应国际化，参与区域经济
发展，巴政府采制定了《2025 年远景规划》，
目标将巴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提升到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已达到 4.7%，创八年新高。然而，巴目前
的税收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9%-11%，
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提高巴的税
收收入，实现巴未来的可持续经济增长，财
会专业人士的支持必不可少。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国家，中巴
长期以来保持了紧密的伙伴关系，建立了中
巴经济走廊（CPEC）。据悉，中国将以股
权和贷款的形式在巴投资 700 亿美元。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欣欣向荣之外，巴的服务
业近几年保持较快的发展。随着金融服务业
的发展，尤其是“伊斯兰”金融体系的银行
和保险业的发展对财务管理方面的专家的需
求在不断提升，因为企业融资需要满足金融
机构的合规要求。巴目前有 38 家银行，超
过 9000 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包括德意志
银行、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等。

除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外，巴的数字技术也在
不断普及和发展。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 发 布 的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巴在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 国 家 中， 排 名 148 名，2017 年 ICT

的得分为 2.42，比 2016 年上升 0.21。近年
来，巴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增加；除
此之外，巴的光纤主干网在不断拓展，互联
网交换点、海底电缆逐步建设完成。这一系
列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数字巴基斯
坦”的愿景奠定了良好基础。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在公共部门方面，随着行业监管要求的提升、
巴政府和国际融资机构加大了对公共部门财
务报告的关注，以确保公共部门切实遵守
IFRS，并且提升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可视性。
对私营实体来说，他们也有义务遵守公司治
理准则、地方法规，并采用稳健的报告制度。
因此，这些针对行业的监管举措都对财会专
业人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巴正在向 IFRS 全面趋同，并且在南亚积极
推动良好的公司治理。所有的上市公司和公
共部门企业需要采用公司治理准则。此外，
巴规定所有上市公司的 CFO 必须是已经加
入 IFAC 的专业会计师组织的会员担任。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巴基斯坦
特许会计师协会（ICAP）是推动巴财会行业
的教育发展重要力量，近年来，ICAP 制定
了《特许会计师资格大纲》，推动本国专业
会计师教育标准 17 的国际化。该教育标准的
教学大纲与国际会计教育准则紧密结合。要
成为 ICAP 会员，必须完成 21 门科目，分为
四个阶段：基本能力评估（AFC）18 、会计
与财务资格（CAF）19 、注册财务会计（CFAP）

20 、和多学科评估（MSA）21 。每个阶段都
有独立的认证，职业道德的考核也嵌入到每
一门学科之中。ICAP 也邀请第三方对教学
大纲进行审查，以保证其符合国际会计师联
合会（IFAC）和国际教育准则（IES）的要求。

为了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加入这个行业，ICAP

提高了与国内主要大学 22 和高等教育机构的
合作，从而可以更好地支持考生通过专业考
试。此外，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HEC）
承认，ACCA 是唯一一个在巴获得认可的国
际专业会计师资格，通过 ACCA 的专业阶段
考试相当于在巴学习 16 年所获得的学位。
在巴基斯坦的国家教育框架下，通过 ACCA

的基础阶段考试相当于取得本国 12 年的法
定教育时长。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巴基斯坦有三个本
国专业会计师组织，包括巴基斯坦特许会计
师协会（ICAP）、巴基斯坦成本和管理会计
师协会（ICMAP）以及巴基斯坦公共财政会
计师协会（PIPFA）。

这三个本国专业会计师组织都由巴基斯坦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P 23）监管。SECP 是
一个半政府半行业自律的组织，在推动巴基
斯坦的公司监管和治理的法制化建设方面，
SECP 与包括 ACCA 在内的国际专业会计师
组织密切合作，提高工商业界和财会行业对
法制化建设的教育水平。

目前只有 ICAP 的会员可以从事公共利益实
体的法定审计业务。ICAP 是 IFAC 成员，它
有 8000 多名会员。ICMAP 的会员主要在公

Refer to IES compliance status
It includes subjects of Functional English, Business Combination,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cludes subjects of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Economics and Finance, Business Law,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Behavioral Studies Application,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principles of Taxation, Cost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audit and assurance.
It includes subject of Advanced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Corporate Law,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Business Finance Decisions, Advance Taxation and Audit, Assurance 
and Related Services.
 It include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ssuranc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Lahore, Sukkur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http://www.secp.gov.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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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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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二）中亚各国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1.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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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部门工作。近期，ICMAP 的会员被允许对
注册资本小于 300 百万巴基斯坦卢比（PKR）
的私营企业进行审计。PIPFA 有 2104 名会员，
大部分会员也在公共部门工作，特别集中在
巴基斯坦的审计长公署。同时，PIPFA 会员
也有资格按照 SECP 的要求在上市公司担任
公司秘书。

此 外， 在 巴 的 国 际 专 业 会 计 师 组 织 包 括
ACCA，CIMA 和 ICAEW。ACCA 被 巴 基
斯坦公认为主流专业会计师组织，拥有约
5884 名 巴 基 斯 坦 会 员， 其 中 23% 在 公 共
部门工作。巴基斯坦审计长规定优先招聘
ACCA 会员。财政部还对获得 ACCA 资格的
雇员进行额外补贴。作为上市公司 CFO 的
规定资格之一，ACCA 资格还被列入 2012

年《公司治理法》。

③会计师事务所。巴拥有大量中小型会计和
审计事务所，共有 489 家注册的执业事务所，
包括 354 家独资企业和 135 家合伙企业。

④财务共享服务的竞争优势。巴基斯坦拥有
成为全球财务共享和外包的主要市场的竞争
优势。据统计，全球财务外包市场规模每年
增长超过 10%，2017 年该市场达到 350 亿
美元。巴基斯坦共有 22000 名专业会计师，
拥有本国和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会员资格。

目前有 7 万名学生正在参加专业会计师资格
考试。学生数量平均每年增加 10%。巴基
斯坦也一直是专业会计师人才的出口国。以
ACCA 为例，超过 50% 的巴基斯坦 ACCA

会员在境外工作；当地学生普遍有出国工作
的想法；历史上巴的专业会计师在国外工作
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由于掌握了 IFRS 的专业知识、较好的英语
能力、人口年轻化、以及不断改善中的信息
化和电信基础设施，巴会计师在国际财务共
享和外包服务市场上表现出了竞争优势。巴
有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有望为国际和
本地市场提供更多的财务共享和外包服务。

中亚国家会计人才体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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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关于 IFRS 和国际审计准则的教师和
教学资源十分短缺。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乌兹别克斯坦有 2

个国际认可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全国会计
师和审计师协会（NAAA UZ）和乌兹别克斯
坦审计委员会（CHAUZ），以及 2 个本国
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商业和财务学科教师
协会（ATBFD）和乌兹别克斯坦会计师联合
会（FAU）。

四个专业协会同时为会计师和审计师服务，
但法律并没有要求会计师或审计师必须是其
中任何一个专业会计师组织的会员。这些组
织在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

NAAA UZ 成立于 1992 年，是乌兹别克斯坦
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会计师组织之一。它的使
命是协助会计专业的发展和推动企业采用和
实施国际标准。NAAA UZ 是 IFAC 的准会员。
截止到 2005 年，NAAA UZ 个人会员包括
27 个国际注册会计师（CIPA）（目前在乌
兹别克斯坦执业的有 50 个 CIPA 中）、962

个 CAP 和大约 2500 个准会员。NAAA UZ

单位会员包括国际会计网络的本地成员所，
包括“国际四大”。

CHAUZ 成立于于 2000 年，由乌兹别克斯坦
司法部设立，是一个自律性专业会计师组织。
其任务是支持审计人员的专业发展，保护其
专业利益。

乌兹别克斯坦当前唯一可用的会计专业认证
方案是 CAP/CIPA 和 ACCA。

③会计师事务所。乌兹别克斯坦共有超过
134 家会计师事务所，超过 1200 名审计师。
一些国际会计网络都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拥有
成员所，包括国际四大、克瑞斯顿（Kreston 

International）、致同等。

（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增长
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四金”：
黄金、“白金”（棉花）、“乌金”（石油）、
“蓝金”（天然气）。米尔济约耶夫就任总
统后在经济开放和自由化、吸引外资方面采
取了系列举措，乌经济保持向上势头。

近年来，乌整体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政府简
化了商业登记程序，为外国和私人投资者提
供了额外的税收激励措施，改进了私人财产
保护立法，并简化了海关法规。政府鼓励外
资进入出口导向型产业。油气行业传统上吸
引了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FDI）。2016 年，
超过 72% 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贷款进入了油
气行业消费。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与乌兹别克斯坦
的“福利与繁荣年”规划实现对接，寻找契
合点，为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除此之
外，2018 年 6 月，“丝路基金”与乌有关企业、
金融机构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旨在进一
步深化中乌在能源、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尽管近年来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相关问题
仍然存在，仍需政府提供全面、详细的规划，
实现乌整体投资环境的根本性改善。根据世
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乌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 76 名。24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降低资本成本，需要
加强国家的会计和审计质量，以提供高质量
的财务信息。

乌政府致力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根据国
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 乌
在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国家中，排名 95 名，
2017 年 ICT 的 得 分 为 4.90， 比 2016 年 上
升 0.42。通过实施有效的监管举措，保障了
电信行业的发展和竞争环境。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1992 年审计活动法规定财政部为私营公司
和国家资助的组织制定会计标准，而乌兹别
克斯坦中央银行则为银行和信贷机构建立会
计要求。自 1995 年以来，乌在更新其公司
财务报告法律和法定框架方面取得了稳步进
展，并逐步分四个阶段实施改革。这些成就
包括颁布会计法和审计法。

根据法律规定，财政部有权制定和执行审计
准则。该部发布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审计标
准基于 2008 年生效的国际审计准则。财政
部还表示，将全面采用国际审计准则作为目
标，并表示 2017 年所有法定审计都将采用
国际审计准则。作为该计划实施的一部分，
2010 年通过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令
第 1438 号，提出了上市公司必须在 2015

年开始采用国际审计准则。

2018 年 9 月 通 过 了《 关 于 进 一 步 发 展 乌
兹别克斯坦审计活动的措施的决议》（第
3946 号），预计将在财会行业推动一系列
改革，包括引入进一步扩大国际审计准则的
适用范围、由财政部实施强制审计质量检查、
以及由专业会计师组织推出专业会员资格，
并授予审计师执业资格。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乌兹别克
斯坦有 24 所大学和 40 所其他高等学校。 25

在乌接受教育是可以选择多语言的，学生可
以用乌兹别克语、俄语、英语、卡拉卡尔帕
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或塔吉克语进
行学习。
目前一部分财会行业从业人士是在前苏联
政权下接受的专业培训。帮助企业会计师更
好地了解国家会计准则（NAS）和 IFRS 对
于提升乌兹别克斯坦的财会行业水平至关重
要。然而，当前乌现有的教育资源较为匮乏，

http://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Source: www.gov.uz.

24

25

2.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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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经济增长
哈萨克斯坦自 1991 年独立以来，在建立市
场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吸引外资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哈萨克斯坦外商投资总股本达到 2165 亿美
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为 1397 亿
美元，再加上其他投资组合的 768 亿美元。
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该国巨大的碳氢化合物和矿产储量继续构成
经济的支柱，外国投资继续流入这些部门。
政府朝着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实现国家经济
多元化的目标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以摆脱对
采掘业的过度依赖。在 2019 年世界银行的
《年度营商环境报告》中将哈萨克斯坦排在
190 个国家中的 28 名。

哈 萨 克 斯 坦 于 2011 年 宣 布， 希 望 加 入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OECD）。 为 了 达 到
OECD 的要求，政府需要修改该国的投资
立法。OECD 于 2012 年 3 月提交了对哈萨
克斯坦的投资政策审查报告 26 。简言之，
OECD 的审查建议包括国有企业进行公司治
理改革、增加私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度、
使外国投资者更容易获得生产经营用地、并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支持等。

2015 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宣布五项总统
改革，实施“百步走”现代化计划。改革包
括建立现代政府机构、加强法制、工业化和
经济增长，以及建立一个透明负责人的国家。
因此，哈萨克斯坦在政府机构推动审计和绩
效评估体系。“百步走”计划强调了外国投
资对国家的重要性，其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
参与当地加工工业、运输、道路基础设施、
农业、节能和旅游业。

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
国家之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2050 战略进
行了国家层面的有效对接。2015 年 12 月
14 日，“丝路基金”与哈萨克斯坦出口投

http://www.oecd.org/countries/hazakhstan/kazakhstan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oecd.htm26

资署（后改组为哈萨克斯坦投资公司）签订
协议并出资 20 亿美元，设立中哈产能合作
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
域的项目投资。

随着哈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政府改革进程
良好，这将推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对于专
业会计师的需求。

此外，哈萨克斯坦也不断加快其数字化进
程。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哈萨克斯坦在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国家中，排名 52 名，2017 年 ICT 的得分
为 6.79，比 2016 年上升 0.07。哈政府通过
战略部署、政策安排和项目实施推动其信息
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本国电信运营商积
极参与其中，以高速稳定的通信基础设施提
高了当地居民获得通信服务的质量。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哈议会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对会计法进行
了修正。公共利益实体和大型公司被要求采
用国际会计准则（IFRS）。“公共利益实体”
一词的定义包括股份公司（不包括非营利组
织），金融机构，有国家参与的公司和某些
采掘业公司。

新审计法还引入了一项重要规定，即要求专
业会计师组织对其会员进行审计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每三年进行一次，无法通过检查将
导致临时取消审计许可。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哈萨克斯
坦在招聘具有较高素质的毕业生方面仍然存
在困难，此外各类优秀教师长期短缺。大多
数大学的会计和财务课程仍然基于苏联时期
开发的财务报告体系。很少有大学讲师具有
IFRS 的教学经验或取得了以 IFRS 为基础的
专业会计师资格。

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初步开展将会计职业资
格的框架嵌入本国大学的教学大纲。教育部
也在两所国立大学开展试点，引进国外的专
业知识。但是，会计大学教育与专业培训要
与快速发展中的哈萨克斯坦经济相协调，还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目前，哈萨克斯坦
有两个本国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即哈萨克斯
坦审计师公会（COA）和哈萨克斯坦审计委
员会（COlOA）。

COA 是 IFAC 会员，但是它尚未遵守所有
IFAC 会员义务声明（SMO）。新的审计法
使 COA 成为审计行业的监督机构。COA 有
权向财政部申请收回、暂停或撤销审计许可。
并且根据新审计法的要求，COA 有权对其
会员进行审计质量检查。

除了 COA 和 COlOA 之外，还有一些其他
本国专业会计师组织，如专业会计师和审计
师协会（CPAA）以及哈萨克斯坦的会计师
和审计师联盟。

③会计师事务所和法定审计师。与当前哈萨
克斯坦财务报告需要进行法定审计的企业数
量相比，哈萨克斯坦审计行业的规模非常小。
COA 目前拥有 424 名会员和 114 名法人实
体会员。截至 2005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
的一般审计许可证数量为：412 名个人审计
师和 234 家事务所。其中，28 家事务所拥
有银行审计许可证，36 家获得保险公司审
计许可证，8 家获得养老基金审计许可证。
不少国际会计网络均在哈萨克斯坦设有成员
所，例如“国际四大”在该国都有超过 3 家
的成员所。

3.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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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阿富汗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有所
下降，对阿的投资资金主要由国际捐助者和
公共部门提供。阿富汗各级政府公开强调其
致力于促进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发展，吸引
国内外投资开发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此外，
政府还采取了开放准入政策，呼吁电信业自
由化，目前正在等待实施。尽管有一些吸引
投资的政府措施，阿富汗企业面临的挑战仍
然集中在法律环境、安全、对税法的不同解
释以及政府行政的影响等方面。

阿富汗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及执行机制仍需
完善。目前存在三个重叠的法律体系――伊
斯兰法（Sharia）、修罗法（传统法律和实践）
和 2004 年宪法下的正式制度――可能会让
投资者和财务和法律专业人士感到困惑。监
管机构也往往人手不足、能力不够。金融系
统数据有限。矿业和碳氢化合物等关键行业
缺乏有利于投资的监管环境和决策者支持。
根据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阿
富汗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 167 名。27 

阿富汗于201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是发展商业和贸易的积极迹象。在经历了
长期的国内冲突之后，国际社会正致力于支
持阿富汗的重建。此外，当地企业面临着严
重的融资渠道不足。尽管对阿富汗的外国直
接投资一直存在，但近年来投资量在下降。
为了加快重建进程，财会专业人士需要在投
前和投后，向资金提供者保证在当地的投资
项目的财务状况和业绩成果。

此 外， 阿 富 汗 也 在 数 字 技 术 方 面 加 快 建
设。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阿富汗在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国

家中，排名 159 名，2017 年 ICT 的得分为
1.95，比 2016 年上升 0.24。尽管阿富汗在
安全、经济和地理方面存在挑战，但其在
扩大移动通讯行业的普及方面取得了显著进
展，这归功于富有活力且充满竞争的阿富汗
通信市场。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由亚投行资助，阿富汗财政部牵头领导的新
的会计和审计法 28 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制订之
中。该法规定了企业准备账簿、编制财务报
表和审计财务报表的方式。它还要求应根据
IFRS 编制财务报表，并根据国际审计准则进
行审计。它要求大型实体需要采用权责发生
制，而中小企业实体则可以选择采用收付实
现制。该法还规定了审计师的资格标准，并
委托财政部批准审计资格 29。

新的会计和审计法的提出和制定，对在阿富
汗从事会计和审计工作的专业人士提出了新
的要求，专业人士需要根据国际会计和审计
标准执业。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阿富汗
政府并没有正式要求大学开设会计和财务课
程。喀布尔大学所遵循的课程体系也未引入
IFRS 或国际审计准则。在提供专业会计教
育的少数几个机构中，阿富汗国际大学开设
了国际公认会计技师（CAT）和特许公认会
计师公会（ACCA）的专业课程，这两个考
试均由 ACCA 管理和认证。该大学还为超
过 400 名政府公务员提供会计培训。在获得
ACCA 或 CAT 的正式会员资格之前，学生
需要分别获得三年和一年的实践培训经验。
同样，在获得专业会员师资格后，ACCA 或
CAT 会员还需要继续接受后续职业教育。由

http://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Capacity Development Project of ADB and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icenses issued to auditors are to be renewed every two years upon proof of meeting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PE) 
requirements and other conditions imposed by the IAAA
USAID project “Capacity Development Project – Private Sector Accounting Reform”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nistry of Finance
This concept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the Afghanistan Government, and now is supported by 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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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富汗

于目前的政治、经济和专业环境，阿富汗严
重缺乏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合格的会计师和
受到有效监管的商业实体，因此会计学员在
取得符合条件的实践经验和后续职业教育方
面面临各种挑战，这也导致学员很难成为专
业会计师组织的正式会员。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阿富汗当前没有受
到认可的本国专业会计师组织。美国国际开
发署资助的行业能力建设项目 30 建议设立阿
富汗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IAAA），作为一
个自律组织发挥作用。阿富汗财政部也在考
虑设立会计和审计委员会对财会行业进行监
管 31。鉴于阿富汗目前的情况，会计执业能
力和专业机构监管水平都相对薄弱，政府和
所有利益相关方需要就这两个拟议机构之间
的平衡达成协议。

当前，在阿富汗唯一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
是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由于当
地教育水平极为有限，阿富汗学生一般选择
学习 ACCA 的 CAT 资格。

③会计事务所。过去几年来，阿富汗在重建
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阿富汗投资支持机构（AISA）的公司注册
处登记了近 10,000 家实体公司，其中以国
有企业为主。虽然有新的公司法和有限责任
公司法，但阿富汗没有专业会计师组织，公
司监管机构或行业监督机构。

根据 2009 年世界银行《关于遵守标准和守
则的报告――会计和审计》报告，在 AISA

注册的审计事务所有 16 家，但有一半以上
的公司不活跃，而喀布尔市（阿富汗首都）
的合格会计师不到 20 位。除了保险和银行
法的规定以外，新设公司并不需要接受法定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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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务所大多数是南亚会计和审计事务所
的分支机构，有些规模甚至仅为一人。当地
相对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主要是国际会计网络
的成员所。他们主导着阿富汗有限的审计市
场，包括审计几乎所有在阿富汗运营的银行。
这些事务所中的大多数只在喀布尔有业务，
但是随着国家安全和法律环境的改善，这些
事务所可能将快速扩展网络到其他城市。目
前在阿富汗只有少数国际会计网络，“国际
四大”中仅安永在阿富汗拥有成员所，此外
还有 Morison KSi 和克瑞斯顿（Kreston）。
在阿富汗没有常设机构的外国事务所也可以
审计当地实体。

由于新的会计法和审计法尚在制订之中，目
前没有获得专业会计师资格的人也可以在阿
富汗的审计事务所担任合伙人，这种情况在
阿富汗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小型事务所。由
于没有审计法和行业监管机构，因此事务所
也不受任何职业道德准则的约束。根据法律，
审计师不承担民事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审
计师必须购买职业责任保险。

④严重缺乏合格会计师。除了上述正在计划
设立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和现有的会计师事务
所之外，阿富汗严重缺乏合格的会计和审计
专业人士。在喀布尔这个拥有四百万人口的
城市，估计来自国外的合格注册会计师人数

不到 20 人。国际顾问和外籍会计师被高价
聘用，担任各种会计、审计、咨询和顾问职
位。因此阿富汗亟需设立可持续发展的本地
专业会计师组织并发展会计师队伍。根据《阿
富汗每日聊望报》2017 年 4 月 24 日的报道，
阿商工会 CEO Atiqullah Nusrat 在第一届会
计系统会议上表示，目前本国会计从业人员
严重缺乏，导致众多私营企业不能从银行获
得贷款，进而无法增加融资。与此同时，阿
富汗财政部称，由于缺乏会计从业人员，许
多在阿公司被迫高薪聘请外国人员从事会计
工作。据悉，目前阿富汗已有约 1300 人 32 

前往国外学习会计。

《阿富汗每日聊望报》报道，2017 年 4 月 24 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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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增长
阿塞拜疆的现代经济制度仍处于发展阶段。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进程尚未完
成，一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如石油和天然
气）基本都是国有企业。近年来，阿塞拜疆
的总体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政府努力将该国
经济融入全球市场，吸引外资，使其经济
多样化，进一步推行必要的市场经济改革，
并保持经济增长。然而，作为一个出口收
入约 90% 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国
家，世界油价的暴跌对阿塞拜疆经济造成了
沉重打击。随着公共投资的减少，2016 年
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3.8%，建筑业
（经济中最重要的非石油行业之一）收缩了
27.6%。银行业也出现不少问题，公众信心
受到打击。

阿塞拜疆政府将四个非石油行业作为实现该
国经济多元化和确保未来繁荣的关键，包括：
农业、交通运输（充分发挥阿塞拜疆在新丝
绸之路上的地理地位）、旅游业和信息通讯
技术。近年来采取的措施包括简政放权、提
高透明度、加快政府服务、简化海关程序、
并为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根据世界银行
《2019 营商环境报告》，阿塞拜疆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 25 名。33

作为中亚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发展最
好的国家之一，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离不开
数字技术的支持。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 发 布 的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阿塞拜疆在该报告
分析的 176 个国家中，排名 65 名，2017 年
ICT 的得分为 6.20，比 2016 年下降 0.05。
从 2016 到 2017 年 之 间， 阿 塞 拜 疆 的 ICT

得分虽略有下降，但由于阿塞拜疆政府清楚

地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
略意义，因此，根据本国规划，仍将其重点
放在高速光纤和无线接入网络建设、部署国
际监测系统（IP 多媒体子系统）、增加传输
能力、数据中心和卫星通信等方面。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2004 年，阿塞拜疆通过了新的会计法，该
法的重点是重新定义阿塞拜疆会计和财务
报告制度并且提升其重要性，并使其与国际
惯例接轨。例如，该法引入了公共利益实体
（PIE）的概念，并且要求公共利益实体采
用 IFRS。
虽然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很大，但银行业以外
的会计系统，仍然以为各种监管机构和部委
提供所需的统计和税务信息作为编制财务报
告的主要目标。

监管机构要求银行业使用 IFRS，并且只有符
合这一要求的银行才能续签银行许可证；吸
引外资对油气行业至关重要，因此油气行业
也采用 IFRS。但除此之外，阿塞拜疆的其他
公司很少有动力自愿遵守 IFRS 或聘请合格
的审计师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当前，阿
塞拜疆的会计大学教育和培训不能满足新的
会计法方面的需要。在阿塞拜疆的 42 所学
术机构和大学中，有 16 所开设会计课程。
其中 3 个是国家教育机构（国立经济大学，
国家石油学院和合作大学），这 16 所院校
中最大的是国立经济大学，它为阿塞拜疆其
他大学和学院的会计课程奠定了基础。然而，
该大学仍然存在资源限制。大学在教学方法
以及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基于旧的财务报告

要求。2005 年国立经济学大学引入了关于
IFRS 的全新内容，该内容迄今仅在会计和审
计课程中以一个讲座的形式进行授课。

② 专 业 会 计 师 组 织 介 绍。2000 年 7 月，
阿 塞 拜 疆 成 立 了 阿 塞 拜 疆 注 册 会 计 师 协
会（ACAA）， 目 前 有 大 约 400 名 成 员。
ACAA 成立的目的是规范阿塞拜疆的专业会
计师，并为引入 IFRS 的会计改革提供帮助。
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培训课程。它已与财政
部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以协助其制定国
家会计准则。

③会计师事务所。在阿塞拜疆，法定审计
可以由持有执照的审计师或有资格的审计事
务所进行。有资格的审计事务所必须雇用至
少一名持有执照的审计师并支付审计事务所
许可费。国际会计网络的当地成员所也需要
雇用当地有执照的审计师并支付许可费，
这一费用高于当地审计事务所支付的费用。
34 只有阿塞拜疆公民可以获得本国审计师的
执照（前提是不被法院判决禁止从业且完成
CoAA 的认证资格）。

截至 2005 年 6 月，约有 200 人持有五年有
效期的审计许可证，50 家本地审计事务所
和 5 家国际会计网络的本地成员所。一些本
地审计事务所的专业水平使他们能够按照国
际审计准则的标准执行审计并对采用 IFRS

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目前，已有不少
国际会计网络在阿塞拜疆拥有成员所，包括

“国际四大”、致同、克瑞斯顿（Kreston）等。

http://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The license fees equate to roughly US$15,000 for the local member firms of international audit firm networks, US$7,000 for local audit 
firms, and US$ 1,500 for independent auditors.  

33

34

5.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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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经济增长
土库曼斯坦以石油、天然气工业为支柱产业。
农业主要种植棉花和小麦。土库曼斯坦政府
报告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2%，
但也有国际报告认为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土
的经济在 2018 年应有所衰退 35 。

能源、建筑和石化行业是历史上吸引投资最
多的行业。2010 年 5 月，政府通过了土库
曼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计划（2011-2030

年）。该计划旨在推动经济的多样化，并承
认市场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该计划还包括
中小企业私有化。2006 年 10 月，土库曼斯
坦通过了油气开发计划（2007-2030 年）。
2012 年，政府宣布将投资 806 亿美元，到
2020 年在全国建设 450 个工业和社会设施，
并推行国家农村转型计划。

土库曼斯坦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面临着实现
投资回报的巨大障碍，包括政府不能履行付
款承诺，无法遵守合同法有关规定，企业无
法将当地货币转换为硬通货用于向境外股东
支付利润、股息和向外国供应商付款。包括
可口可乐和卡特彼勒在内的美国公司已经在
当地市场上经营多年并经营地相当成功，但
政府延迟向这些外国公司付款并且限制将其
经营收益转换为硬通货并汇出国外，这使得
在土的投资前景更加复杂。据报道，随着能
源相关收入的下降，2016 年在土的法国、
韩国和土耳其公司也面临类似问题。

一般来说，经济领域的改革将会提高对于会
计和审计质量的需求，同时，高质量的会计
和审计成果也会进一步推动土库曼斯坦的经
济发展。

除经济发展外，土库曼斯坦也在加强其信息
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该国正与国际组织合
作，制定新的通信行业发展方案，正在实施
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项目。例如，电信行业
正在全国迅速发展，现代光纤和卫星通信线
路正逐步覆盖土库曼斯坦领土。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为了让土库曼斯坦逐步融入国际市场。政府
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加强和进一步发展财
会行业。因此，土库曼当局正在努力提高本
国财务报告体系，使其与国际接轨，并且开
始在银行业和碳氢化合物行业引入 IFRS。

近年来，土库曼斯坦在会计和审计方面取
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确
保土库曼斯坦符合国际最佳实践。会计法和
审计法是土库曼斯坦管理财务报告的基本法
律。土库曼斯坦中央银行对银行业制定了单
独的要求。由于很难找到土库曼斯坦已公布
的财务报表，因此无法评估在实际操作中财
务报告是否符合会计法和审计法的要求。

1999 年，审计师资格认证委员会根据当时
有效的《国际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守则》，
制定了适用于土库曼斯坦的《职业道德守
则》。然而，土库曼斯坦道德准则的法律地
位尚未明确，还缺少确保遵守其规定的法律
机制。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作为在本
国领先的教育机构，土库曼经济管理学院每
年可培养约 50 名财会专业人士，还有一些
会计行业的专家在国外学习。但是对于整个

国家来说，财会专业人士能接受的良好的专
业教育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

除了本国的专业注册会计师学位 / 国际注册
会计师（SBP/SMPB）之外，土库曼斯坦没
有引入任何国际专业会计师资质。因此，极
少数会计人员熟悉现代会计准则和会计实
务。大多数会计师都是在旧苏联制度下接受
教育的，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主要是根据
本国的立法规范来制定课程大纲，并不强调
会计核算和审计领域的国际准则和实践。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土库曼斯坦会计师和审
计师的行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土库曼斯
坦有 2 个本国的专业会计师组织，经济学家
联合会（SE）和专业会计师联合会（SPB）。
两个组织都是自律性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加
入了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大约有
50 名获得执业资格的审计师。但两个组织
的作用仅限于推动会计师参与课程培训，帮
助他们获得注册会计师专业学位（SBP）和
国际注册会计师（SMPB）资格。目前，审
计活动的监督责任由财政部和认证和许可审
计委员会执行。

③会计师事务所。若想在土库曼斯坦从事审
计业务，事务所需要聘用至少三名持有当地
执业资格的全职审计师。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只有一家国际会计网络在当地设有成
员所 36 。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7-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turkmenistan/
国际四大中，仅普华永道在土库曼斯坦拥有成员所。

35

36

6. 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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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增长
近年来，塔吉克斯坦政府继续面临经济挑战，
包括银行业不稳定，几家银行濒临倒闭。俄
罗斯的经济衰退继续对塔吉克斯坦的经济造
成负面影响。国际专家认为塔吉克斯坦的外
汇收入可能会继续减少。此外，劳动力流动
性减少可能导致塔吉克斯坦的失业率上升。
塔吉克斯坦于 2013 年 3 月 2 日成为世界贸
易组织第 159 个成员国。2014-2016 年，塔
吉克斯坦政府制定了《入世后计划》，要求
在入世后对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和修订。塔吉
克斯坦仍在考虑加入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
联盟。

2015 年，中国同塔吉克斯坦签署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双边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以来，一大批重大项目在塔吉克斯坦落
地，集中在矿业开采、电力、交通通信基础
设施、农业生产等领域，这与塔吉克斯坦“实
现能源独立、摆脱交通困境和保障粮食安全”
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2016 年，中国成为
塔吉克斯坦在投资、联合项目和国家担保贷
款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
加对塔吉克斯坦的财会专业人士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他们需要掌握合作方的语言、了解
合作国的法律和所使用的财务报告准则，才
能协助本国对外贸易和合作的顺利进行。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塔吉克斯坦共有
104 家信贷机构，其中 18 家银行和一些小
额信贷存贷款机构。2016 年，商业银行的
负债总额增加了 6600 万美元，累计达到 20

亿美元。塔吉克斯坦的银行系统由于缺乏流
动性，正处于危机状态。据悉，超过 70%

的贷款估计是不良贷款。政府若想妥善解决
金融业危机，需要提升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
和管理能力。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也影响着塔吉克斯坦
的国家发展。2014 年初，塔吉克斯坦开放
其电信市场，有 150 多家电信服务提供商进
入该市场。新技术正逐步在塔吉克斯坦部署，
该国政府也在努力加强其信息和通信技术部
门，这一系列举措有望推动塔吉克斯坦的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塔吉克斯坦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审计所需
采用的财务报告准则。虽然财政部发布了六
项审计准则，但这些准则并未涵盖审计的所
有关键方面，这些准则也未按照审计法的要
求被政府采纳。债权人、投资者和其他国际
第三方一般会要求使用国际审计准则进行审
计。

根据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塔
吉克斯坦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 126 名 37 。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在塔吉克
斯坦熟练的劳动力往往供不应求，因为许多
拥有市场技能的塔吉克斯坦人由于国内就业
机会有限会选择移民。由于塔吉克斯坦教育
体系薄弱，其国内劳动力专业技术水平普遍
较低，无法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服务和管理
水平。外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在各
个专业上，都很难招聘到合格的工作人员。

大多数会计师都是按照前苏联会计课程的
设计方案在大学和学院接受的培训。截止到
2009 年以前，该国只有一名注册会计师。
ACCA 在中亚地区被广泛认可，但该国也没
有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的会员。
通常，在该国编制财务报表的会计师很少或
根本没有接受过现代国际公认会计技术的培
训。因此，尽管塔吉克斯坦试图扩大 IFRS

的适用范围，但对于报表编制者来说还需要
努力理解和实施这些要求。

除上述职业教育外，教育部和大学正在修订
现行的会计和审计课程，以引入 IFRS。这项
改革始于 2008 年中期，要求将 15 所大学的
会计和审计教育大纲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大学课程大纲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培训
材料，包括 CAP 和 CIPA 的培训材料。新的
教学大纲从 2011-2012 学年开始实施。随着
该国的会计准则与 IFRS 的协调程度更加密
切，预计在专业会计师培训方面仍需要广泛
的技术支持。

塔吉克斯坦在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专业教育和
培训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需得到进一

步的支持。政府、专业培训机构和大学需要
共同努力，提供更多会计师和培训，帮助现
有专业人员应对当前经济环境的挑战。特别
是财政部应鼓励本国审计师考取国际专业会
计师资格。从长远来看，需要提高审计人员
的后续职业教育要求。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塔吉克斯坦最大的
本国专业会计师组织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公
共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PIPAART），
该机构是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专业
会计师培训和认证计划注册会计从业人员
（CAP）和国际注册会计师（CIAP）项目的
培训机构而成立的。塔吉克斯坦大约有超过
200 名持有执照的审计师，其中有 20 名是
PIPAART 会 员。 据 悉， 在 2001 年 至 2006

年期间，约有 4000 人参加了 PIPAART 组织
的培训课程。

在塔吉克斯坦审计事务所的推动下，新的专
业会计师组织正在兴起。鉴于该行业的规模
较小，以及缺乏财政和专业资源，多个专业
会计师组织的出现未必有益于行业发展。

③会计师事务所。塔吉克斯坦的审计行业还
处于起步阶段。在塔吉克斯坦只有少数国际
会计网络成员所，包括“国际四大”中仅有
德勤在当地有成员所，此外还有致同、BDO

等。塔吉克斯坦的银行业一般倾向于使用国
际会计网络的成员所进行审计。这通常意味
着国际会计网络会派遣国外审计团队到塔吉
克斯坦进行审计。

除银行外，塔吉克斯坦的国内商业企业接受
审计的情况很少，大多是应债权人或投资者
的要求进行项目审计和特别目的审计。2009

年，塔吉克斯坦本国的国有企业首次进行了
审计，一些国内事务所获得了这些审计业务。
在没有任何质量保证安排或审查的情况下，
很难评估塔吉克斯坦少数审计事务所的工作
质量。

7.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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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经济增长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
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发展的拉动。
政府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未来几年将成为拉
动本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发布了战
略路线图推动经济增长，并且在开设企业、
税收征管方面简化申请流程，优化投资环境。
2015 年，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超 43 亿美元，
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
和哈萨克斯坦。38

根据“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吉积极营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所有经济部门对投资项目开
放，同时外国投资者与本国投资者享有同等
权利。2015 年，吉为鼓励支持企业发展，
逐步取消销售税，使得该国在中亚区域内创
建了较为自由的税收制度。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吉境内共有 111 家公司有
中国企业参与股份，其中 26 家大中型公司
主要开发黄金等矿产资源，与中国企业的合
作对该国矿产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 2012 年开始，该国采矿业发生了较大的
变革，政策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杠杆化，避免
国家宏观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矿产资源的使
用权更加开放。到目前为止，该国共发放了
2400 个采矿许可证。

目前吉有 25 家商业银行，超过 300 个分支
机构遍布全国。其中有 10 家是外资银行。
随着外商投资的规模上升，吉亟需国际化专
业财务人士。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吉在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国家中，
排名 109 名，2017 年 ICT 的得分为 4.37，
比 2016 年上升 0.31。吉的互联网市场在过
去几年内大幅增长，该国已逐步将其固定电
话网络从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预计该
国目前的网络发展方案将提高其作为“一带
一路”重要枢纽的重要性，并降低国际互联
网传输成本。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吉 在 2002 年 发 布 了 会 计 法，2013 年 2 月
更新了会计法，进一步按照企业规模和公共
利益情况，对不同类别企业采用不同的财务
报告编制基础。总的来说，公共利益实体需
要全面采用 IFRS。2002 年发布了审计法，
该法规定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都需要接受法定审计。2008

年《关于实施国际审计准则的政府决议》发
布，要求从 2016 年开始采用 2010 年俄文
翻译的国际审计准则（ISA）。对于采用伊
斯兰金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仍按照本国的财
务制度编制财务报表。

虽然吉在公司财务报告的法律框架和制度改
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在实施会计法和
审计法时，仍存在很大的挑战，这主要来自
法律执行的环境、专业人士的短缺等因素。
根据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吉
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 70 名。39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吉已经启
动将专业会计师资格考试的能力框架嵌入本
国大学的教学大纲。一些大学，特别是比什
凯克金融经济学院和中亚美国大学，已经将
本国专业会计师资格（CAP/CIPA）40 的课
程嵌入到他们的教学大纲中。其他拥有 IFRS

和国际审计准则教学经验的大学也为学生提
供了课外课程，帮助学生准备注册会计师考
试。吉的大学总数超过 20 所，其中一些学
校开设了会计学院和会计系，另一些学校则
开设了会计和审计学科。

但是目前关于 IFRS 的培训还不够充分，即
使是吉的银行和大公司，编制符合 IFRS 的
财务报表往往需要在审计师的协助下完成。
这可能会影响到审计的客观性，并且限制了
管理层和董事会对公司财务报表承担实际责
任。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吉有 1 个受国际认
可的本国专业会计师组织――会计师和审计
师联盟（UAA）。UAA 成立于 1999 年，并
于 2000 年成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

的准会员，但 UAA 尚未遵守所有 IFAC 会员
义务声明（SMO）。2007 年，它有 11 名活
跃会员，578 名正式会员和 420 名候选人 41 。
根据 UAA 官网的最新资料，目前约有 1100

名正式会员。 42UAA 会员多在公共和私营部
门工作。

UAA 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卡拉那公司的支
持，后者为 UAA 的会员提供咨询服务和培
训课程。UAA 为其会员制定后续职业教育计
划。任何属于 IFAC 会员组织的外国专业会
计师可以直接成为 UAA 的正式会员。

除此之外，吉还有 2 个本国专业会计师组
织――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CAA）和会计
和审计发展研究所（IAAD）。

尽管这些专业会计师组织的设立受到有关
会计和审计法的规定，但它们并没有法定的
监管职能。专业会计师组织的会员资格并不
是成为吉本国审计师的必要条件。上述吉本
国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并未实施会计和审计
的专业资格认证。目前吉会计师和审计师
可以报考的专业资格认证包括 CAP/CIPA 和
ACCA。此外，专业会计师组织并不参与审
计师的执业许可颁发，也不参与制订会计和
审计标准，也无权落实任何审计质量检查机
制。为了使会计改革取得成功，吉迫切需要
进一步发展专业会计师组织，使其可以对审
计行业进行监管，并且受到公众监督。

③会计师事务所。截至 2007 年 9 月，吉共
有 46 家审计事务所和 17 位独立从业审计师。
2013 年，在吉的审计事务所增加到 73 家 43 。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已有 3 家在
吉设立成员所。

根据审计法的要求，984 个实体（22 家银行，
15 家保险公司，5 个投资基金，1 个私人养
老基金和 942 个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
如信用合作社、小额信贷机构等）需要进行
法定审计。而吉的国有企业不用接受法定审
计。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7-investment-climate-statements/kyrgyz-republic/
http://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Certified Accounting Practitioner/Certifie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数据截至 2007 年 4 月 1 日
http://www.oba.kg/certification/database/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accounting-and-audit-in-the-kyrgyz-republic-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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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IESBA is an independent standard setting board operat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IFAC from January 2013.
The EU acquis communautaire is the body of EU law and obligations from 1958 to the present day, which bind all the Member States 
together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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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发展
格鲁吉亚位于西亚和东欧的连接处。自玫瑰
革命以来，格鲁吉亚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从 2003 年几近破产的国家过渡到目前运转
良好的市场经济。根据世界银行《2019 营
商环境报告》，格鲁吉亚在 190 个国家中排
名 6 名。44 在 2017 年的经济自由指数中排
名第 13，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 128 个全
球经济体中排名第 59。这些排名，格鲁吉
亚均远远领先于其他前苏联国家。

财政和货币政策侧重于低赤字、低通胀和浮
动实际汇率。公共债务和预算赤字均在可控
范围之中。2014 年初，政府公布了“2020

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概述了格鲁吉亚
的经济政策优先事项。它强调了政府对低税
收等商业友好政策的承诺，同时承诺投资于
人力资本，并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包容性
增长，而不仅仅是在第比利斯。该战略还强
调了格鲁吉亚作为高加索地区连接亚洲和欧
洲的新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和物流中心的地理
潜力。2016 年，总理乔尔希 • 克维尔卡什维
利的四点经济改革计划延续了这些主题，将
改革和政府支出集中在司法和教育改革、基
础设施建设和税收改革上。

2014 年 6 月，格鲁吉亚与欧盟签署了一项
协议，深化发展全面的自由贸易区（DCFTA）。
2012 年，美国和格鲁吉亚就贸易和投资问
题建立了高级别对话，以确定增加双边贸易
和投资的方式。随之在格鲁吉亚的外国投资
的增加以及本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化，预
期该国对国际化专业会计师的需求将有所上
升。

除经济改革外，格鲁吉亚也在推动本国数
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 发 布 的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发 展 指 数
（ICT Development Index），格鲁吉亚在

该报告分析的 176 个国家中，排名 74 名，
2017 年 ICT 的 得 分 为 5.79， 比 2016 年 上
升 0.20。格鲁吉亚开放了本国电信市场，使
之更具竞争力。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正
在格鲁吉亚稳步建设，公民可以获得高质量
的电信服务，从而增加他们对国家社会经济
生活的参与度。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格鲁吉亚正在实施“2020 年社会经济发展
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改善当地的商业环
境、提高其私营部门的竞争力。实施这一战
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改善公司财务报告和审
计标准和实践，同时加强财务信息的披露。
另一个重要手段是为改善各类企业的“会计
缺陷”，从而减轻其融资的难度。自 2007

年至今，格鲁吉亚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包括：
加强公司治理，确保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高法定审计质量，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
度；根据企业大小及其对本国经济的重要性
水平，调整行政管理的力度。

在公司财务报告领域，格鲁吉亚政府正致
力于不断建立健全公司财务报告法律框架。
2012 年，格鲁吉亚对财务报告法定框架进
行了改革，尤其是对新的会计和审计法进
行了立法变化。2012 年更新的会计和审计
法要求采用国际会计和审计准则；法定审
计师必须遵守国际会计师道德标准委员会
（IESBA）45 颁布的道德准则。

随着格鲁吉亚财务报告框架的不断完善，
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这对格鲁吉亚的会计专业人士提出了新的要
求，他们需要在强化自身专业水平的基础上，
不断地熟悉财会行业新的法律、执业标准以
及监管要求。即便如此，在不同行业和实体
公司中，财务报告的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
监管机构仍缺乏能够有效监督和检查国际标

准实施情况的技术和人才。

除了国家内部的法律改革，2014 年 6 月，
格鲁吉亚与欧盟签订了联合协议，格鲁吉亚
承诺修改财会行业立法并与欧盟规范保持一
致，具体而言，此项联合协议要求格鲁吉亚
提高财务报告、审计质量和监管以及企业责
任的标准。协议签署时，格鲁吉亚现行的财
务报告和法定审计框架尚未达到欧洲示范民
法典草案（The EU acquis communautaire）46 

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改革目标，需要大量
的财会专业人士和有效的资源配置。随着这
一联合协议的签订，格鲁吉亚财政部、中央
银行、各监管机构等相关政府机构与专业机
构进行密切合作，从而有效地评估和执行会
计和审计准则，提升审计服务质量并且提高
会计专业教育水平。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财会行业的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格
鲁吉亚在会计和审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仍
有待加强。根据《世界银行会计和审计评估
报告》，到 2017 年为止，格鲁吉亚在会计
行业教育方面取得了如下进步：

格鲁吉亚的大学、学院和商学院提供基础会
计和审计教育；

格 鲁 吉 亚 语 专 业 会 计 师 资 格 认 证 自 2000

年起由格鲁吉亚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联合
会（GFPAA）组织，该资格认证体系基于
ACCA 最新教学大纲中的 14 门课程体系，
即 GFPAA 根据 ACCA 的资格认证体系（翻
译成格鲁吉亚语），开展当地的会计资格认
证计划。还有一些格鲁吉亚专业人士自学英
语，直接报考 ACCA 组织的英语资格考试。

然而，格鲁吉亚的大学通常缺乏足够的优秀
教师、会计和审计教学和参考资料，特别是

9.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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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AAFM 是格鲁吉亚另一个活跃的专业会计
师组织，该组织拥有大约 250 名会员，其中
包括 40 家中小型事务所。除了事务所会员
外，GFAAFM 的个人会员包括簿记员、会计
师和税务顾问。

除了上述的会计组织及其会员外，据估计，
格鲁吉亚的会计师和审计师数量约有 2 万
名，他们担任会计、首席会计师、税务专家、
审计师和财务经理等。目前有不少国际会计
网络已经在格鲁吉亚拥有成员所，包括“国
际四大”、致同、HLB International、UHY 等。

格鲁吉亚语的教学资料。会计行业的教育仍
需政府、高等院校以及专业会计人士的大力
支持。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格鲁吉亚有三个本
国专业会计师组织，它们分别是：格鲁吉亚
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联合会（GFPAA）、格
鲁吉亚独立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GAIAA）
和 审 计 师、 会 计 师 和 财 务 经 理 联 合 会
（GFAAFM）。

其中最大的专业组织 GFPAA，负责会计和
审计标准的翻译和执行。另外两个组织也积
极寻求国际认可，为其成员提供更广泛的服

务和全面的监管支持。格鲁吉亚会计界将受
益于与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之间的紧密合
作，从而在本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快速发
展行业。

GFPAA 成立于 2007 年，截止到 2015 年，
其会员达到 7000 多人，其中包括 65 家会计
师事务所，由本地事务所和国际会计网络在
格鲁吉亚的成员所构成。除了事务所之外、
GFPAA 的会员还包括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业
的审计师、独立从业人员和顾问。GFPAA

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正式成员，
遵守《会员义务声明》（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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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及区域化经济增长
蒙古农产丰富、矿产储量充沛、毗邻广阔的
亚洲市场，使其在中长期成为具有吸引力的
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2016 年 6 月
当选的新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经济改革措
施。2017 年，蒙古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就一项总额为 55 亿美元的一揽子
计划达成协议，包括免除蒙古债务，推动改
革，对银行业进行评估。IMF 和蒙古政府预
计，2017 年和 2018 年经济增长将仍然在低
位，但预计 2019 年将恢复更高的可持续增
长。

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组织的捐赠和国内经济
体制的改革，都要求蒙古有专业的会计师和
审计师可以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高质量的财
务信息。

此外，蒙古有着良好的通信基础设施。根据
国际电信联盟 2017 年发布的信息与通信技
术 发 展 指 数（ICT Development Index），
蒙 古 在 该 报 告 分 析 的 176 个 国 家 中， 排
名 91 名，2017 年 ICT 的 得 分 为 4.96， 比
2016 年上升 0.05。蒙古本国的电信公司在
本地市场上高度竞争，这保证了该国通信基
础设施质量。尽管蒙古幅员辽阔，人口密度
低，但其主干网建设良好，蒙古主要通过与
中、俄两个邻国的跨境网络连接确保与国际
网络连接。

（2）不断加强的监管和治理的要求
自 1993 年以来，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为蒙
古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支持，帮助蒙古制定法
律框架，促进会计教育，并推动企业采用国
际会计和审计准则，建立新的专业会计师组
织、建立注册会计资格考试制度，并加强公

共和私营部门的会计和审计工作。因此，蒙
古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旧会计制度改革到遵循
国际良好做法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会计制度的
进程中，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蒙古的审计法赋予财政部监督审计行业的责
任，但目前财政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能
力和经验，只开展了非常有限的审计质量检
查。

（3）财会行业人才发展情况
①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情况。绝大部分
会计专业学生在蒙古大学学习会计和审计时
没有接受过 IFRS 和国际审计准则方面的教
育，大学会计课程不足以涵盖会计、审计、
职业道德以及 IFRS 和国际审计准则及相关
更新。蒙古只有三所大学将 IFRS 和国际审
计准则纳入课程体系。此外，大多数会计专
业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无法获得足够的后续职
业教育，因为几乎没有机构提供此类培训。

除了大学教育外，蒙古的一些商业培训机
构也对公众提供的为数众多的短期会计课程
（主要是 45 天到 3 个月），但培训质量参
差不齐，有些课程结业后也会颁发证书，但
是这些证书并未获得相关机构的认证。

蒙古国的英语教育并未普及，鉴于国际财会
方面的很多资源主要使用英语，这导致蒙古
的审计师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例如英
文原版教科书、国际准则和互联网资源）。

②专业会计师组织介绍。会计行业受审计
法的管辖，该法赋予蒙古注册会计师协会
（MICPA）作为行业的监督机构。MICPA 成
立于 1996 年，并于 2003 年 11 月获得国际
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准会员资格 47 。

除 MICPA 外，蒙古还有其他一些专业会计
师组织。由于缺乏法律框架制度安排以及专
业技术能力，蒙古内部审计师协会、蒙古管
理会计师协会和蒙古审计师协会尚处于早期
发展阶段。这些机构没有加入 IFAC，主要
为感兴趣的公司和个人提供培训。

③会计师事务所和法定审计师。只有获得财
政部审计许可的事务所才有权从事法定审计
业务。迄今为止，蒙古共有 1,718 名注册会
计师（355 名注册会计师持有终身执业证书，
因为他们通过了所有三级考试；1,015 名注
册会计师持有五年证书；348 名注册会计师
持有两年证书）。要从事法定审计业务，注
册会计师应持有五年证书，并且加入财政部
许可的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财政部已向 51 家会计师事务所发
放许可，包括国际会计网络在当地的成员所。
大多数银行和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均由这些国
际会计网络的成员所审计。目前“国际四大”
均在蒙古拥有成员所。而本国的事务所规模
相对较小，主要协助客户编制报税用途的财
务报表。

与要求接受法定审计的企业数量相比，会计
和审计的专业人士队伍目前较小。蒙古在大
约 5 万家企业（银行、金融机构、私营企业
和企业）和政府机构中拥有约 10,400 名会
计师。

10. 蒙古

MICPA 未能成为 IFAC 的正式会员仍然必须遵守有关质量保证、调查和纪律、国际教育标准和国际标准相关实践声明以及国际会计教育标准委员会（IAESB）的其
他指导的会员资格声明。 IFAC 会员资格声明旨在为现有和潜在的 IFAC 会员组织提供明确的尊准则，以帮助他们确保会计师的高质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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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资企业走出去到中亚国家投资的建议

1.“走出去”初期可“双师”并行规避会计
准则和税务法规差异带来的风险
所谓“双师”是指会计师和律师（商业法律
师为主）。企业需要保护自身的利益以及规
避法律和税务的风险。由于不了解当地的会
计准则和税务相关条例，且时常以本国会计
和法律思维来处理账务，这使得中国企业在
国外触犯当地法律并处于高额罚款的例子是
屡见不鲜。许多欧美企业到国外投资时，前
期除了先了解被投资国的基本情况外，对于
会计和税务的差异也是研究的重心。除了依
靠自身有的国际会计人才，也会大量使用当
地的会计师和律师。因此在跨境投资或成立
分部初期时，先行和当地的会计师和律师接
触可让企业先行了解到当地的会计准则和税
务法规。这可帮助企业更好的制定国际税务
策略来规避税务风险以及知晓在当地该如何
遵循当地的会计准则。因此，“双师”并行
是“走出去”初期规避风险的重要方法。

2. 与高校或培训机构合作培养企业所需的国
际会计人才
“走出去”企业需要培养自身通晓 CAREC

国家会计准则和税务法规的精英人才。企业

可通过与高校和培训机构的合作举办内部培
训班来增强自身财务人员对国际会计准则的
认知。因许多 CAREC 国家目前已开始使用
国际会计准则，而国内的企业所聘用的财务
人员或 CFO 在高校多半是学习中国会计准
则（CAS），因此在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认知
和实用上还需加强。企业可和高校合作举办
IFRS 学习班，或开办针对某一个 CAREC 国
家会计准则的培训课程用以加强财务人员的
国际会计观和实务操作技巧。2018 年，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和 ACCA 携手针对走出去的
中资企业开办“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国际化
财务管理人才培养项目”，探索中国企业国
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3. 探索我国国际化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更好地服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国注
册会计师行业需要进一步探索我国国际化高
端注册会计师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吸引
具有国际专业资格人士获取中国注册会计师
会员资格。世界上主要国家（英、美等国）
的会计专业组织都与其他专业组织存在一定
程度的 “互认”安排。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可以探索与国际知名会计专业组织建立会
员互认或免考制度等合作安排。建立会员互
认或免考制度等合作安排可以为中国注册会
计师申请成为境外会计专业组织会员，并在
境外工作提供快速通道，进一步为中国的会
计师事务所承接国际业务提供有力的人才保
障，加速我国注册会计师开展国际业务。此
举也会吸引更多海外的专业人才成为中国注
册会计师，更加有效地建立一支更加国际化、
多元化的注册会计师的队伍，并在全球范围
内增强中国注册会计师的国际影响力。

4. 基于财务共享服务，构建全球财务管理体
系
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经济
政治环境以及会计法律制度，加上时差、语
言和文化的差异，分散的财务管理模式带来
的风险表现为：组织效率低下、管理成本增
加、风险难以管控等。面对海外经营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可以将海外各个分支机
构的会计核算、资金、税务等业务流程进行
优化和标准化，并统一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中
心集中处理。

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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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办中亚国家会计论坛以协调会计准则差
异
中国政府和会计专业机构可定期举办中亚国
家会计准则协调的论坛和交流会，邀请中亚
国家政府官员、会计专业组织人员和企业代
表共同参与，从各国会计准则修订进展，到
核算方法、确认收益、合并报表等具体问题
展开研讨。并充分考虑中亚各国自身的金融
法规要求，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等伊斯兰金融体系的特点，增
进彼此了解，减少差异。在此基础上，考虑
到中亚部分国家发展相对落后，制度体系不
健全，中国政府和专业机构也可分享中国经
验，助力中亚国家会计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

2. 建立中亚会计人才培养机制
中国政府或专业会计机构可倡导建立中亚会
计人才培养机制，从中国和中亚国家选拔政
界、学界和企业界的会计人才，就各国会计
准则、会计制度、企业运作过程中遇到的会
计、税收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讨，突出
问题导向，助力中亚各国与中国会计准则协
调和企业运作。比如，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
中亚学院、亚洲开发银行、ACCA 等机构联
合启动的“中国 - 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
旨在达成四方面目标：第一，促进各国包括
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和监管体系建设等在内
的会计体系建设；第二，构建由政府部门、
工商企业人士组成的中国 - 中亚会计精英网

络，促进各国在制度建设、会计服务、会计
监管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三，增进中国 -
中亚社会各界的相互理解，为中国与中亚国
家之间的货物畅通和资金融通构建更加宽广
的人文基础；第四，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合作
中面临的主要会计及相关问题，探索解决方
案。中国 - 中亚会计精英交流项目每期的实
施周期为 2 年，将通过定期研讨、访问交流、
虚拟社区等多种形式，围绕会计制度体系建
设、会计人才培养、会计监管体系建设、会
计服务体系建设、技术变革与会计发展等内
容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

（二）中国政府和专业机构助力中亚国家会计基础设施完善的建议

1. 中亚国家政府和行业监管机构能力建设
中亚国家政府和行业监管机构可以考虑在以
下方面为行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更加有
效地推动本国的专业会计师行业的发展：

1) 为会计师事务所制订执业准则和审计工作
标准指引；有效监督和执行审计执业质量检
查（目前中亚 10 国中，仅格鲁吉亚的审计
监管部门参加了国际独立审计监管机构论坛
（IFIAR），并且对外提供年度工作报告。因
此研究团队无法获知其他国家的执业质量检
查情况）。

2) 组织实施专业会计师统一考试，并充分参
考国际专业会计师教育的全球标准（IFAC

职业会计师国际教育准则），在本国范围内
制定、实施、协调教育标准和要求，促进本
国会计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制度的完善，为
本国专业会计师的准入教育和后续执业教育

建立良好的技术标准，确保本国专业会计师
能够始终提供符合公众利益的高质量服务。

3) 组织推动会员培训和行业人才建设工作；
中亚国家的大学会计和审计教育普遍缺少有
国际准则教学经验的师资，也缺少嵌入国际
标准，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材料。大学需要与
国际专业机构、企业密切合作，继续支持师
资培训，以发展适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
要的专业学位课程。

2. 简化对具备适当资格的境外财会专家的签
证和工作许可证要求
由于存在着较大的专业会计师缺口，中亚国
家政府应考虑简化对具备适当资格的境外财
会专家的签证和工作许可证要求。这些境外
专家可以填补目前中亚国家在会计、审计、
公共部门财务管理以及金融服务业财务管理
的能力缺口。有经验的专业会计师可以带动

业务发展、维护业务质量，应鼓励他们贡献
更多的时间在本国提供专业服务。

3. 建立法定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共电
子登记簿
中亚国家专业会计师行业监管机构应考虑建
立法定审计师和具有法定审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共电子登记簿，以便相关各方能
够快速查询。在各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
策背景下，对公众开放、具有查询功能的公
共电子登记簿（英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促进本国专业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境外
资本提供专业服务。

（三）中亚国家建设会计人才体系的建议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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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全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实现全球
会计核算的“五个统一”：统一会计科目、
统一会计政策、统一流程标准、统一信息系
统及统一数据标准，保证业务的合法合规，
有效降低因为会计准则差异导致的财务风
险。

在共享服务模式的支持下，企业可进一步建
立全球化的财经管理模式，即：公司层面控
制管理的战略财务，建立全球化视野的战略
财务部门，实现战略级的支持和风险控制；
全价值链财务管理支持的业务财务，融入业
务单位，创造价值；建立财务核心职能的研

究能力，聚焦国际化规则，有效应对全球化
瞬息万变的局势。全球化财务管理能力的建
设，将稳定地支撑企业的快速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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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镕基同志的亲自倡导和大力推动下，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于 2000 年 9 月正式组建。
学院是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由财政部和上
海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学院还是中国政府倡导设立的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所在地，该学
院是中国政府在 APEC 框架下倡导建立的第
一个旨在促进区域能力建设的机构。

十多年来，在财政部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
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历经艰苦创业，积
极探索高级财金、会计人才教育规律，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和会计行业
发展战略，面向国家宏观经济部门、国有大
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开展高层
次继续教育，形成了清晰的办学思路、办学
模式。逐步形成了学位教育、高层管理培训、
远程教育“三足鼎立”的事业格局，在经济
社会领域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被誉为会计
人员的“精神家园”。 

建院至今学院培训各类学员超过 334 万人次
（其中境外 2 万人次），所承担的全国会计
领军人才培训项目、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培训
等一系列国家级、全国性人才培养工程，面
向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财税部门的高级定
制课程已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项
目。2011 年，学院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
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先后获得会计、审
计、税务、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3

年， 学 院 的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项 目（EMBA、
EMPAcc）获教育部资格认定。学院与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的 EMBA 项目在英国
《金融时报》排名中位稳居全球前 40 名。
作为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学院还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利用网络成
本低、覆盖广的优势为广大的基层会计人员
以及西部地区的经济管理人才提供优质的培
训课程。 

面向未来，学院坚持“国际知名会计学院”
的办学目标，进一步探索完善符合学院实际
的“一流培训基地 + 知名商学院”的特色发
展模式，努力将学院发展成为中国顶尖的财
会人才培养基地、国家财会政策与企业财务
运作的重要思想库、全国性的会计信息集散
中心以及重要的财会领域国际交流平台，以
更好地为实现会计强国目标服务，为财政中
心工作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了解详情，请访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网站：
https://www.snai.edu/

关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是全球广受
认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为全世界有志
投身于财会、金融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提供
首选的资格认证。ACCA 目前在大中华区拥
有 26,000 名会员及 133,000 名学员和准会员，
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
青岛、武汉、长沙、香港和澳门共设有 11

个办公室。

ACCA 为全球 179 个国家的 219,000 名会员
及 527,000 名学员和准会员提供支持，帮助
他们具备雇主所需的技能，从而在财会行业
及商界建立成功的职业生涯。ACCA 通过全
球 110 个办公室，以及全球 7,571 家认可雇
主和 328 家认可教育合作伙伴，提供高标准
的学习与发展服务。

ACCA 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提倡适度的会
计监管方式，同时，通过开展国际化研究，
不断提升财会行业的声誉与影响力。

通过对 ACCA 专业资格的重大创新，ACCA

将确保会员继续成为全球倍受推崇和青睐、
与时俱进的专业会计师。

自 1904 年成立以来，ACCA 一直秉承独特
的核心价值，即机遇、多元性、创新、诚信
和责任。

了解详情，请访问 ACCA 网站：
www.accaglobal.com

关于 ACCA

深圳市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兴新
云）是中国财务共享服务领域领先的管理咨
询、信息技术及知识服务机构。作为中国财
务共享服务领域的创新先锋，中兴新云凭借
在管理创新、共享服务、信息技术等领域的
领先实力以及对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的深入研
究，推出全球财务共享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及
相关信息技术，引领管理创新及财务共享服
务在中国的发展。

中兴新云一直致力于通过自身实践不断将经
验沉淀、总结和分享，至今已出版相关专著
十余本，发表上百篇研究文章，并与各大高
校建立深入合作关系；同时中兴新云向中国
企业提供专业的财务数字化转型、共享服务
咨询、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及培训服务，至今
已经为国家工信部、中国石油、一汽集团、
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南方航空、东方航空、
中广核、万科集团、中铁建等一百多家大型
集团企业提供财务变革及财务共享服务整体
解决方案。

中兴新云把敢为天下先写进基因，以“改变
会计，再造财务”为使命，凭借全球化的视
野，前瞻性的 IT 规划能力，创新的产品架构，
强大的开发与实施能力，致力于实现财务的
工业化革命，建立企业数字神经系统。

自成立以来，中兴新云以实际行动践行国家
的伟大战略构想，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发展，拥有世界级能力。

了解详情，请访问中兴新云 • 财务云网站：
www.ztessc.com.cn

关于中兴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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