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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估我国预算会计改革的可行性并拓展相关研究领域, 我们对我国预算会计信息的编报者和使用者进

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现行收付实现制基础预算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种种问题, 这已成为预算会计改革

的主要动机之一; 权责发生制基础预算会计信息质量明显优于现行预算会计信息, 因而在预算会计改革中引入

权责发生制应是有益的选择; 改革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 势必产生改革成本。编报者和使用者对待改革的态度

说明改革是可行的, 因为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所以相关决策者应注

意改革方向、方式以及时机的选择。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 我们对我国预算会计改革的实施提出了初步的

政策建议。

【关键词】预算会计 会计基础 权责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近年来我国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分税制、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

采购、绩效评价等, 进而推动了政府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转换。为适应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财政

职能转换的需要, 对我国现行的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 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问题。

国际上, 许多国家在 新公共管理 思潮的影响下, 也开展了种种公共财政管理改革, 政府会计由

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改革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一些国家 (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加

拿大、英国等 ) 已经舍弃了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 而转向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 也有一些国家

(如日本、意大利等 ) 仅部分采用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体制; 还有一些国家 (如德国、法国等 ) 则对权责

发生制政府会计提出了种种质疑。这样声势浩大的政府会计改革浪潮同时也吸引众多学者参与到政府会计

制度改革的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可行性提出了各种模型 ( Con tingency M ode l)。L der

( 1992) 提出了最初的可行性模型。此模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改革的激励 (动机 ); 2. 该国的社会

结构特征; 3. 该国的政治行政特征; 4. 现存的改革实施障碍。其后, Chan ( 1994)、God frey, Dev lin和

M errouche ( 1996)、 Jaruga和 Nowak ( 1996)、Budus和 Buchho ltz ( 1996)、Pallot ( 1996)、Montesinos和

V ela ( 1996)、Laughlin和 Pallot ( 1998)、 Christensen ( 2001) 等学者在对模型的不断继承、批判和应用

下, 使可行性模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上述国际改革经验以及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但是它们并没有说明哪些适用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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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清晰地指明我国改革的成本收益问题, 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要评价我国预算会计改

革的成本收益, 从而探讨改革的可行性与操作性。另外, 通过对国内政府 (预算 ) 会计的研究状况

的梳理, 我们认为目前国内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 在研究方法上, 多是描述性或分析性研

究, 而少有实证、案例和问卷调查研究; 2. 在研究内容上, 多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动机的分析, 而

少有对同样影响改革可行性的其他因素 (如, 对改革的配套制度安排、实施战略以及改革的成本和

阻碍等 ) 的研究 ; 3. 在研究对象上, 多是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进行分析, 而少有对同样会受到改

革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所以, 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二就是要在上述三方面有所突破, 拓展我国

对政府 (预算 ) 会计改革的研究领域。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一 ) 研究问题

预算会计信息的编报者和使用者是受到预算会计改革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 对他们进行意见

征询、调查, 掌握他们对改革的认知是改革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之一。通过调查, 我们希望

能够回答下面的几个问题: 1. 受访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评价如何? 2. 受访者对权责发生

制基础预算会计制度的评价如何? 3. 受访者对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改革成本的认知如何? 4. 受访

者对改革的态度如何?

(二 ) 研究方法

本次问卷采用邮寄的方式发出和收回, 发放问卷的时间是 2002年 11月中旬, 问卷回收截止时间为

2003年 4月中旬。本次问卷共设计了两份, 分别针对我国预算会计信息的编报者和使用者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①。本次问卷调查的预算会计信息编报者主要来自深圳、天津、重庆、北京、湖南、黑龙江、河南、

浙江、江苏、安徽、辽宁等各级财政部门。预算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来自审计署驻广州、沈阳、上海、南

京、成都、郑州、深圳等地特派办以及广东、云南等省人大财经委。我们认为本次问卷发放对象具有很好

的代表性, 能够较好地理解和把握问卷中的问题及含义。我们共发放问卷 1100份, 回收的有效问卷达

993份, 总回收率 90 27%。

我们借鉴美国联邦政府财务会计概念与准则公告中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并加以取

舍, 构建了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和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目前我国预算

会计报告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1. 评价政府预算决算差异; 2. 评价政府财务状况; 3. 评价政

府运营结果; 4. 评价政府工作效率与效果。而在每一个方面, 我们认为我国预算会计信息质量最为关

键的特征为: 1. 相关性; 2. 充分性; 3. 准确性; 4. 可靠性, 这样就形成了 16项的分析框架。根

据上述分析框架 , 我们对每份问卷进行赋值: 回答 基本上能 赋予 2分, 大部分能 为 1分,

一般 为 0分, 大部分不能 为– 1分 , 基本上不能 为– 2分。为了谨慎从事, 我们先对每

个受访者在 16个方面赋予相同的权重进行平均, 再对所有的样本点的平均数进行均值分析。另外,

我们又进行了方差检验, 考虑到 5点赋值数据的情况, 出于稳健考虑, 我们同时采用了参数检验和

非参数检验。

在分析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可能带来的成本时, 我们对每份问卷进行赋值: 认为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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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只要求编报者对权责发生制基础的预算会计制度进行评价, 而使用者不要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 1. 由于我国预算会计制度

的权责发生制改革是由代表编报者的财政部门提出的, 所以, 我们认为编报者应对权责发生制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2. 从会计技术的角度来

看, 使用者对权责发生制可能较为陌生, 可能他们的评价更多是基于主观判断, 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在问题 (成本 ) 的 0分, 认为有问题 (成本 ) 的根据严重程度分别赋予 1到 5分 ( 1~ 5分严重程度递

增 )。我们同时采用了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以检验各组间的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 受访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评价

1. 受访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我们对编报者和使用者的信息进行了均值检验和方

差检验 (表略 )。编报者和使用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值分别为 0 365和 0 293, 并通过

了均值检验。从总体上看, 两者对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均不高, 这可能说明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

量尚待提高。

相对而言, 使用者的总评价值大于编报者, 但是两者在统计上并不完全具有显著差异。在 评估政

府运营结果能力 中的 相关性 和 充分性 方面, 以及在 评估政府工作效率与效果能力 方面,

两者具有显著差异, 使用者的评价普遍明显高于编报者。

就具体的会计信息质量来看, 相关性被评价最好, 其后依次为充分性、准确性、可靠性。造成此结果

的可能原因在于我国预算会计基础 收付实现制。收付实现制有其独到优势, 其能直接对货币收支进行

控制, 一些现金指标既能提供现实信息, 又能加大控制的针对性, 另外还可以防止越权和超预算开支。这

样的会计信息有利于预算控制, 从而表现为 相关性 较好。但是, 收付实现制最大的问题是严重扭曲

了政府财务信息, 那么, 对其 可靠性 自然就会受到质疑。另外在评价预算会计的四个方面来看, 相

对于其他方面, 预算会计信息对 评价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的能力 最差, 这个可能也与收付实现制

的缺陷有关。因为, 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提供的财务数据仅仅能反映公共部门是否正确执行了预算既定的

现金流计划, 而无法提供反映其绩效情况的受托责任信息。在更重视结果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中, 要恰当地

评估绩效, 仅仅有传统的现金流信息是不够的, 还需要与公共项目及账户有关的更一致的、更可靠的成本

信息 ( GAO, 2000)。

2. 受访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问题的评价。我们对编报者和使用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问

题的评价进行了分析 (见表 1)。总体而言, 两者的评价值均在 2 5左右, 说明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目前比

较严重。编报者认为最严重的三个问题分别是 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评价值为 3 315)、 担保而形成

的负债未作记录 (评价值为 2 772) 和 未能核算和反映固定资产的运营状况 (评价值为 2 772) ; 使

用者认为最严重的三个问题分别是 担保而形成的负债未作记录 (评价值为 3 000)、 固定资产未计提

折旧 (评价值为 2 904) 和 未核算和反映国有股权运营情况 (评价值为 2 833)。两者的意见十分相

近, 这与他们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如上文所述, 编报者和使用者对我国现

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 可靠性 和 评价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的能力 的评价最低, 而 固定资产

不计提折旧 和 担保而形成的负债未作记录 也正印证了这样的评价。因为, 诸如 固定资产不计提

折旧 等固定资产问题使得国有资产价值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 并造成成本的期间波动; 相关服务的成

本无法得到计算, 影响了资产运用和维护的效率, 难以评价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另外, 担保而形

成的负债未作记录 所造成的 隐性负债 也夸大了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 造成虚假平衡现象, 增大

了政府风险; 隐性负债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期间权利和责任的不匹配, 从而形成跨界政府的债务转

嫁, 无法客观、全面、综合地评价和考核政府绩效, 等等。我们认为, 上述问题将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障碍

和阻力, 并会增加改革的成本或延长改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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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的问题的评价

项 目

问 题

编报者

( n= 250)

使用者

( n= 341)

方 差 检 验

独立样本

T检验 ( T值 )

M annW hitney

U检验 ( Z值 )

总预算会计未核算和反映政府固定资产的运营状况, 弱化

国有资产的管理
2 772 2 592 - 1 35 1 45

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致使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 报表无法反映固定资产的真

实情况

3 315 2 904 - 3 27* * * - 3 25* * *

在基础设施投资未资本化的情况下, 管理者可能不愿意增

加投资, 因为投资表现为支出的大量增加, 但由此形成的资

产并未被确认

1 912 2 030 0 91 0 80

管理者更愿意将养老金等短期成本作为长期隐性债务处理,

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当期成本, 低估当期负债和政府产出的成

本, 使政府绩效表现的较好

2 061 2 054 - 0 06 - 0 02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 地方政府为企业担保了大量贷款,

对于已经实际发生的担保负债未作任何记录, 低估了负债
2 772 3 000 1 70 1 52

收入与支出项目不配比, 各年度之间收支规模波动较大,

账面上反映的当年收支结余情况不真实
1 955 2 285 2 57* * * 2 89* * *

无法核算政府提供服务的成本与费用, 不利于绩效考核及

效率的提高
2 596 2 770 1 33 1 36

未核算和反映国有股权的运营状况, 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
2 754 2 833 0 59 0 56

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不完整, 无法据此判断政府财政的运行

状况
2 249 2 460 1 65 1 71

平均值 2 487 2 548

另外, 我们发现编报者和使用者均认为 基础设施投资未资本化 是最不严重的问题, 评价值分别

为 1 955和 2 285。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与我国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虽然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本期

发生大量支出, 但是有些官员还会为了所谓政绩, 置预算赤字于不顾, 对建造一些 政绩工程 仍趋之

若鹜。另外, 我们还发现, 在 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和 收入和成本不配比 两个方面, 编报者和使

用者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 ) 受访者对权责发生制基础预算会计制度的评价

我们发现, 编报者在总体上认为权责发生制基础的预算会计信息 (评价均值为 0 8118) 优于收付实

现制基础的预算会计信息 (评价均值为 0 293)。在所有的 16项评价方面上, 编报者认为权责发生制基础

都显著优于收付实现制基础,并且均通过了方差检验。在大部分的项目上,权责发生制基础的评价值均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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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付实现制好几倍,个别项目上, 权责发生制基础的评价值彻底地改变了收付实现制基础评价值的方向 (表

略 )。

就具体的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信息质量来看, 相关性被评价最好, 其后依次为充分性、准确性、可靠

性, 这与我们在表 3中发现的结果完全一样。此外, 我们还发现从评价预算会计的四个方面来看, 相对现

行收付实现制预算会计信息, 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信息对评价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的能力有了更为显著

的提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权责发生制更加适应 新公共管理 对公共部门绩效考核的要求。

新公共管理将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及公共部门的绩效考评视为受托责任的核心, 而把反映遵循

法规和预算定额控制等传统目标放在次要位置上 (郭彤等, 2002)。而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信息能够提供

更准确的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信息, 从而可以促使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满足受托责任要求。

OECD ( 1993) , IFAC ( 2000) 也认为权责发生制可以使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和更有效果地进行资源管理。

另外, 与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情况一样, 对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中, 可靠

性 明显低。我们认为可能是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要做出一些专业判断, 需要进行某些估计, 从而影响

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 ) 受访者对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可能带来的成本的认知

表 2 受访者对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可能带来成本的认知

项 目

问 题

编报者

( n= 222)

使用者

( n= 294)

方 差 检 验

独立样本 T检验

T值

M annWh itney U检验

Z值

因操纵机会减少某些部门可能抵制 1 863 2 417 4 36* * * 4 40* * *

增加沟通与协调的复杂度 2 329 2 556 1 79* 1 94*

增加大量清产核资工作 2 731 2 878 1 14 1 29

决策者不易理解权责发生制 2 24 72 068 - 1 49 - 1 48

需要较多的专业判断, 培训成本增加 2 009 1 779 - 2 01* * - 2 33* *

需要较多的评估, 信息可靠性降低 1 284 1 752 3 29* * * 3 25* * *

平均值 1 879 2 060

我们对编报者和使用者对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可能带来成本的认知进行了分析 (见表 2 )。总体而

言, 使用者的评价值为 2 060, 略高于编报者的 1 879, 这可能说明了使用者对待改革的考虑更为谨

慎。从具体方面来看, 编报者和使用者均认为 增加大量清产核资工作 是带来成本的最主要的方面,

这与他们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问题的评价是一致的。在他们对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评价中, 认为

固定资产方面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其中又以 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和 未能核算和反映固定资产的

运营状况 为甚。正如前文所述, 现行预算会计存在的种种问题必然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与障碍, 从而

导致改革成本的增加。另外, 编报者和使用者均认为 增加沟通与协调的复杂度 是第二位带来改革

成本的方面。我们认为, 沟通不畅或协调难度大的原因可能与组织机构设置、领导者管理水平有很大

的关系。

此外, 编报者和使用者均认为 需要较多的评估, 信息可靠性降低 (评价均值分别为 1 284,

1 752) 是最不会带来成本的方面。如前所述, 虽然编报者对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的可靠性较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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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于其他可能带来改革成本的方面, 对信息的可靠性的疑虑已显得不重要了。在统计上, 编报

者和使用者对此方面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 使用者的评价值比编报者的悲观, 这可能是编报者在会计

技术上比使用者更了解权责发生制的缘故。另外, 在 因操纵机会减少, 某些部门可能抵制 方面,

编报者和使用者也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使用者也比编报者悲观。我们认为, 由于改革是由代表预

算会计信息编报者的财政部门提出, 可能他们在思想上有了更好地准备。在 需要较多的专业判断,

培训成本增加 方面, 编报者和使用者也存在统计上的差异。此时相对使用者来说, 编报者认为要耗

费更多成本用于专业培训。我们认为, 这可能是由于采用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制度将对编报者提出更

高专业要求的缘故。

(四 ) 受访者对我国预算会计改革的态度

有 89 9%的编报者与 89 3%的使用者认为需要进行改革。可以看出, 编报者与使用者对待改革的态

度十分相似。Chan ( 1994) 认为, 使用者对改革的预期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必需、但非充分的前提条件,

编报者相应的改革意愿并有相关的改革政策也是同样关键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 两者均有如此高的支持

率, 说明了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这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在改革的方向和方式问题上, 我们认为编报者和使用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大部分的编报者

( 84 4% ) 和使用者 ( 75 9% ) 认为, 我国预算会计最佳的改革方向是走渐进式道路, 改革的第一步是将

现有的完全的收付实现制改革成为修正的收付实现制或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另外, 大部分的编报者

( 57 2% ) 和使用者 (占 68 6% ) 认为, 我国预算会计最佳的改革方式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编报者

和使用者均认为 由中央政府部门开始改革, 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央政府层次, 再扩散到地方政府 的

由上而下 改革为最优。

另外, 绝大多数的编报者 ( 89 1% ) 和使用者 ( 82 8% ) 认为需要在近期 ( 3 ~ 5年内 ) 进行改革。

出现这种结果, 可能是编报者和使用者认为我国在法律、市场制度规范以及会计人员素质方面均有差距,

需要相对长的时间进行完善; 另外, 这个结果与编报者和使用者对改革最佳方式的选择也是相互印证的,

不管采用 由上而下 或是 由下而上 的改革方式, 改革的道路都是循序渐进的, 因而需要相对长的

时间逐步实施。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对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 第一, 受访

者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并不高; 第二, 受访者 (编报者 ) 对权责发生制基础的预算会计

信息质量的评价整体上明显高于现行收付实现制基础的预算会计信息质量; 第三, 受访者认为在进行预算

会计改革的过程中, 会产生诸多的改革成本; 第四, 受访者支持预算会计改革, 认为我国预算会计改革的

方向应由现行的收付实现制向修正的收付实现制或者修正的权责发生制转变, 应采用循序渐进、逐步深入

的方式, 在 3~ 5年内完成改革。第五, 改革的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

2. 进一步的讨论。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的关注。第一, 要充分调

查研究我国预算会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意见, 吸引积极他们参与我国预算会计改革。我国预算会计利益

相关者对改革的充分参与是保证高质、高效改革的重要条件, 但目前改革的主要参与者是财政部门, 而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还较低。为解决参与不足的问题, 首先, 我国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应加大对改革的

宣传, 会计理论界加大对改革的研究, 实务界应对改革有更多的思考与总结, 这样可以促使利益相关者明

确改革可能具有的经济后果, 并认识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 改革的进程实际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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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平衡的过程。因而, 改革的整个进程都需要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其次, 应将利益相关者对改

革的参与进行组织化、规律化的安排, 保证他们具有合适的参与渠道。第二, 要关注改革的重点、难点问

题, 加大改革力度。 ( 1) 反映某些固定资产及折旧。我们认为可以对一些长期资产如公共设施、建筑、

公路、桥梁、隧道采用一定的方式如单独设置一个 资产表 加以反映。固定资产的折旧和修理也可以

加以反映, 目前可考虑对部分经营性固定资产, 进行计提折旧的试点工作, 并将其纳入单独编制的部门报

表反映。同时, 可以拟定 政府固定资产报废指南 , 由试点单位先试行, 而后逐渐推广。另外, 对于集

中修理费用, 可以采用待摊或者预提的方法处理。 ( 2) 反映隐性债务。为降低政府财政风险, 政府隐性

债务应尽可能充分揭示。具体来说, 对于社会保障基金、养老金等可以考虑建立一套可靠的精算方法体

系, 并以适合的方式加以揭示; 对于政府担保支出应分清情况加以确认负债或者以附注的形式加以披露;

对于国债收支应如实计量未来应偿还的国债额, 并加以反映。第三, 要注意改革的实施战略安排, 分步骤

推进改革。另外, 还应建立与之配套的审计鉴证制度, 以保证政府财务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当

然, 在这一系列改革过程中, 对相关人员的培训以及管理软件的开发也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 我们认为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并不仅仅是会计技术的转变, 更会涉及其他诸多方面的问题, 如政

府机构设置、管理方法、公务员业绩评价体系等。因而, 预算会计改革应有其他公共管理改革相配套, 这

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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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s ofM ain Papers

Issues on AccountingM easurem ent

Lu J ianqiao

In order to br ing o ff ba lance sheet transactions into balance sheet and reflect the changes o f the value o f certa in asse ts and liab il

ities in the financ ial statem ents, m ore and m ore accounting standards, such as those o f Interna tiona l F 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US accounting standards, introduced fa ir value o r o ther measurem ent bases beyond histo rical cost bases. It has resulted in great chal

lenges for curren t h isto rica l co st accountingm ode .l Under the ex isting conceptua l fram ew ork and related m easurement standards, the re

a re m any incons istenc ies. A number of sign ificantm easurem ent issues rem a in unse ttled o r have been unsatisfactor ily settled. The paper
explored them a in issues ex isting in the IASB Fram ew ork /Standards and the e fforts have been m ade to tackle these issues. The paper

a lso explo red them a in issues ex isting in the China s' accoun ting standards and the m 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solve those issues.

EarningsM anagem ent and AccountingOrder

Wu Liansheng

Earn ing s managem ent is one of the m ost im portant prob lem s in accoun ting field. This paper first rev iew s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earnings m anagem ent, and po 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ly focuses on the earnings m anagem en t in im plem en tation o f g iven ac

counting ru les w ithout considera tion o f the setting o f accounting ru les. Im plem entation and setting o f accounting ru les are close ly re lat
ed, and accoun ting order is the basic cr iter ia of accounting inform ation quality. H ence th 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u ture earnings m an

agem ent research should treat accoun ting rules setting as an im portant factor, exam ine earn ing s managem ent prob lem under accounting

rules w ith d ifferent setting pr inciples, approaches and procedur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L iM inghui and QuX iaohui

The autho rs m ade a questionna ire survey o f relevant issues on fraudulen t financ ia l repo rting and the legal responsib ility o fm isrepr

esentation. The respondents include six g roups: investors, jurists, o ffic ials, CPA s, m anagem ents of listed companies, bank manage rs.

The survey focuses on the fo llow ing aspects: the recogn ition o f fraudulent financ ia l repo rting, legal responsib ility system of m isrepresen
tation, w ho shou ld take on lega l responsib ility fo rm isrepresenta tion in financ ia l repo rting. Them ain objective of the survey is to exp lo re

the d ifferentia l o f the opin ions on re levan t issues of the g roups m entioned above. The survey shows tha t there are obv ious differences for

the opinions on the relevant questions among the g roups, and present institutions a re ne ither effective nor effic ient. A s a result The
find ing s wou ld be useful to improve relevant law s, espec ia lly to prom ote c iv il procedure fo rm isrepresentation.

Incentive, Identif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ram ework

Discussion on Test and Assessm ent system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J ing X in& ZhouH ong

Beg inn ing w ith com petence framew ork for accoun tant, w e first discuss the necess ity o f assessm ent of com petence and po st sy stem,
then analyze the supe rio rity o f the substitution o f assessment w ith com bina tion o f test and assessm ent from the v iew of incentive and i

dentity. Th is super ior ity pa rtly com es from the comp lacency o f tw o hete rogonousm ethods of test and assessm ent, and partly comes from

comb ination effec t. F ina llyW e be lieve that the design of sy stem is to choose in the allocation to o f incen tive, iden tify and cost. On
the issue of the qua lifica tion o f sen ior accountan t, com b ination o f test and assessm en t becom es the optim um cho ice

Study on the Feasib ility of Reform ing Budgetary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a

Cheng gongmeng, D eng deq iang& Zhou q iw u

In o rder to assess the feasib ility o f reform ing China s' current cash- based budgetary accounting system, w e undertake an extensive

survey on preparers and users o f governm ent budget and accounting system. W e find there are ser ious problem s in Ch ina s' curren t cash
- based budge tary accounting system, wh ich have becom e one o f the m aim reasons for the re fo rm. Since accrua l- based budgeta ry ac

counting excels cash- based budge t accounting in inform ation qua lity and m any other aspects, the cho ice of sw itch ing from cash-

based to accrua l- based budgetary accoun ting is beneficia.l It is expec ted that conside rable imped im entsw ill a rise and the costs asso
c iated w ith such a re fo rm w ill be substantia .l H ow ever, the survey show s that most of the survey participants support such a re fo rm and

it ind icates that the refo rm is feasible and necessary, because the benefit of the reform is larg er than the cost. The bene fits and costs
can be influenced bym any facto rs. It is suggested tha t the po licy- m akers shou ld paym ore a tten tion to the re form m ode,l im plem enta

tion approach and tim e table for such re fo rm.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 lts and analysis, w e prov 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 r po licy-

m akers about re fo rm ing budgetary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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