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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我国会计的发展历史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财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本文仅就

财计制度在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改革、完善及其对不同朝代经济的兴旺与衰败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述。

针对在当今的开放财计市场，提高财计体系的国际化水平和财计机构间的竞争程度，必须从根本上改

善财计资源配置效率和财计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使之更好地适应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转换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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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实现我国“十

一五”的发展目标，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减

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部分

产业低水平盲目扩张、生产能力过剩等不良后果，我

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际趋同路径已经取得借鉴成

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发展与完善财计制度进行

经济优化改革，以期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首先从我国会计史的财计制度发展来看，每阶段

经济发展与财计制度的发展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每进

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期，那随之本期的财计制度

也会发展、改革与深化——既要注重财计制度地发

展，也要保持国家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通过加强财计

制度的管理可以消除盲目扩张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

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等不良后果，努力化解积累的矛盾

和问题，引导各方面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

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又快又好的发

展。 

1 古代财计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古代社会的统一财计制度把目标确定在财政控

制方面,中国封建制时代的“上计”制度,都是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的制度。这种统一性制度建设取决于最高

统治者实行政治、经济集权统治的需要,是为强化中

央集权统治服务的。中国封建制时代财计制度建设的

运行规律表明,实行集权化统治的程度越高,财计制

度建设的统一性程度便越强。当然,这个历史阶段的

统一财计制度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一是它的统一

建制并非出自产权控制的思想;二是它统一进行规制

的会计专业化程度不高。因而,古代社会的统一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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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尚处于初始形态,它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统一会

计建制行为。据史书记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剩

余产品的出现决定了会计产生的必然性。中国原始社

会末期，随着长期社会实践，人们开始逐渐产生数字

概念，并尝试着以实物、绘画、结绳、刻契等方式记

录客观事物的发生及其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为会计

的产生准备了技术手段与方法。 

1.1 根据历史记载，到了公元前 2070 年，为治理

国家、维护国家政治统治，需要经济上与的物质

基础作为保证。 

从夏代开始已经开始征收国家赋税，约已使用度

量衡制度。在夏朝四百多年的统治中，为了适应生产

与交换的需要，为了掌握贡赋收入和安排各种支出，

建立了相应得经济制度，这一朝代应当是我国政府实

施财计制度的历史起点。 

1.2 通过考察可知，商朝已经存在相当于进行会

计记录的官员。 

得益商代甲骨文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商代会计的

重要进展；还形成了掌握文字、数字和书契技术的人

员阶层。甲骨文的记录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文字叙述格

式，通常能反映出被记录经济活到的时间、地点，收

入或付出的业务性质，收支对象的种类、数量，收入

的来源或支出的去向，以及收支活到使用的具体方法

等内容。贝作为贷币已用于商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作

为实物计量单位的度量衡制度已见端倪。商代作为中

国会计早期的历史实践阶段是具有详实的的物证能

够证明的。 

1.3 西周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

行政机构中已设立职司国家财计的独立职官系

统，并确立了财务工作与实务工作的分工，以相

互制约。 

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项目的

对应收支关系，作为会计核算的考核的依据。同时还

设置了职工司会计检查的专业职官——宰夫。有资料

表明，西周时存在着对奴隶主贵族子弟的书计教育，

揭示了财计职官来源的保证。 

1.4 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的春秋战国时

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财计制度中，复计著

制度与上计制度影响重大。 

复计著制度是春伙时期齐国实行的逐级定期报

告制度。这一制度揭示出春秋时期已确定了各级政府

向上级官府进行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的报告形式的时

间限制，也披露了上级官府接受下级官府的季报、半

年报和年报并对所受报告进行审查和稽核。春秋时期

的齐国实行复计著制度。战国时期的各国沿袭此法，

并确定为上计制度。 

1.5 秦汉实行“上计”制度，对经济活动的财计

有所加强 

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 年，秦朝时期是我国封

建社会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封建社会的会计制度以

法律形式也逐步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在：一是从中央

到地方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组织与制度系统

——御史组织系统。秦朝时期，皇帝之下均设置了御

史大夫，主管监察、执掌弹劾、纠察之权，主管财物

审计工作。设置了御史中丞和侍御史为御史大夫这

佐。地方各郡县也设置了御史大夫或监御史，主管本

郡县的政治经济监察和审计工作。二是会计制度和方

法进一步完善。在财计范围方面，凡国家财计，无不

加以审计；在记录内容方面，既包括仓库、实物，也

包括月度、季度、年度的会计报告、簿籍帐册、经济

凭据等。在会计方式方面，进一步完善了上计制度，

实行送达审计，同时进行就地审计。三是审计监督制

度开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一基本的审计法

律制度。《秦律》中的《效律》、《仓律》、《金布

律》均规定了审计监督的方式、方法，明确了违法官

吏应当承担的责任。汉代统治者在《秦律》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制成了《汉律》，汉律中许多内容均与

审计有关，并单列一篇《上计律》，规范国家上计制

度。把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划分开来，分别建立财计

组织部门及委任财政官进行管理，并按财政收入项目

划定各自财政收入范围，实行财物归口入库、分簙考

核的办法。这种不同性质的财政各自独立，而又相互

调剂的做法。 

1.6 汉代的财计制度。 

汉代的财计制度西汉封建政权建立的最初的 70

年，其中主要发展以西汉为主，国家的财政经济的到

了繁荣富饶的景象，同时，与经济发展的会计也取得

的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财计方面的制度为：编

户制度、上计制度、专仓储备制度、财政收支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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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隋唐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实行“三

省六部”制。主要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其他

收入以及公库系统的出纳等财计事项。 

隋文帝废北周政权仿效《周礼》而成的六官之制，

在承袭汉魏旧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在中央推行“五

省六部”体制。六部之中度支为国家财计之主管机关，

度支尚书，掌管国胶财政会计。度支取义于“量人为

出”之制此制以控制支出为重点，故度支应度其支出，

求其财政收支平衡。 

唐朝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由尚书省主掌包

括财政、会计在内的一切政务，尚书省下设吏、户、

礼、兵、刑、工六部，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时期的鼎

盛时期，经济各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杨炎提出

的“量入为出”改制为“量出制入”在我国财政制度

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对监督财政收支和审计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这时期的财计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计帐、户籍制度方面、预算制度方面、“量出制

入”制度方面、上计制度方面、仓储制度方面。 

这两项工作前者体现了会统工作的结合，后者体

现了税征的专门职能。度支部统管国家预算与会计，

从职责方面讲，度支部所掌一是财政预算，以它为标

准考核各项收入，并按照规定度其所用，以最终体现

贯彻“量人为出”之制；二是总揽天下会计，上至中

央各部门，下至地方各机关，以及军队所拔及所用，

均须向其申报年度会计结果，并接受其检查。此外，

凡月度、季度国库及财管部门须向度支申报本期财物

结存之数。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时期的财计制度也在许多

方面有所完善与发展，尤其在唐朝时期我国封建时期

的鼎盛时期，随着经济各方的不断发展，财计制度对

监督财政收支和审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进一步

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2 近代的财计制度（1840 年——1949 年） 

鸦片战争以后，西式复式记财方法开始传入中

国，成为中国会计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后来的会计产

知深远的影响。初有蔡锡勇的《连环财谱》，继有谢

霖和孟森的《银行簿记学》。 

清朝奉明代《万历会计录》为楷模，有光绪二十

二年（1986 年）所撰《光绪会计录》和刊于光绪二

十七年（1901 年）的《光绪会计表问世。》《光绪

会计录》是继《万历会计录》以后在中国被完工整保

留至今的又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财计著作。 

财政部以下分设总务厅及赋税、会计、泉币、公

债、库藏五司，另设置有盐务处，总揽国家盐政。会

计司，该司的设置既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做法，会计司

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是全面的，已经包括事前、事中和

事后三方面。 

中国有正式的预算制度，始于清朝末年，但很不

完善，也没有认真执行。北洋政府时期，预决算制度

的颁行却有明显的进展。它的范围仅限于京都各衙

门，尚无全国统一预算的规定。这一时期的预算尚没

有国家经济法制的保障，1914 年 10 月会计法的公布

施行，也为北洋政府的预算编制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保

证。1914 年制定的会计法和审计法中，大体确定了

政府会计制度的基本内容。 

1935 年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以 634 号训令颁布

《会计法》，于 1936 年 7 月 1 日施行。但无论从内

容或从形式上均较北洋政府时期的《会计法》充实、

完备。其内容详尽，分项说明具体，是国民政府主计

法令中条文最长的法令之一。 

1927 年，国民政府在沿用北洋政府“收支簿记”

制度上，着手改善政府的会计工作。该制度主要特点：

一是该制度以英、美会计制度为样板，其内容的组合

主要受美国的影响；二是从制度建设方面把复式记账

原理确定下来，统一了政府会计的计账规则；三是系

统设置了一套“预算科目”，并按此种科目设置预算

账户，从而为总账中的分类核算奠定了基础；四是统

一了凭证、账簿、报表的基本格式。在会计科目的设

置、账簿设置、记账方法及会计报告编制等方面具有

明显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32—1949 年）为了适

应革命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在人民政府和

革命根据地开展了相应的会计工作，对于革命战争的

胜利和根据地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设置专门机

构，主管会计工作，如土地部会计科等。 

在人民武装力量中，初期由各级政治部门负责人

掌握包括会计在内的部队财务管理工作，后专设供给

部、供给处等机构，统管财务管理工作。1942 年 10

月，在延安中直机关的中央管理局共有财会核算单位

67 个，1944 年中直机关的专职会计人员达 300 余人。

1919 年 3 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成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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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局，以统一管理国家资产，准确计算和合理运用

国家资金，促进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 

1935年12月，中央财政部颁布《暂行会计条例》。

1936 年 6 月，中央财政部颁《《暂行会计出纳规则》，

1947 年中央军委供给处制定暂行会计制度，规定了

记账本币、会计科目应用、会计档案保管期限、登记

账簿的技术要求、盖章明确责任、会计报告日期与份

数等 12 条内容。 

1934 年 1 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

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

大会报告中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

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

则”，为贯彻节约经费、保证战争和经济建设需要的

原则，各根据地和部队都制定了严格的财会制度和具

体的财物供给、费用开支标准，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

严格的执行。 

我国近代发展是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

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衰落、消亡的过程中，外

国列强和国民党政权走向覆灭；新民主主义经济日益

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发展阶段。从以上

历史的记载非常明显，财计制度发展非常的缓慢。 

3 现代财计制度（1949 年至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会计实践活动及这

一过程中积累的会计工作经验，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

会计的宝贵财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利地组

织开展僵的会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 年 12 月，财政部设立了会计制度处，具体

负责统一会计制度的建设工作。1950 年 9 月，会计

制度处调升为会计制度司。会计制度处（司）成立，

标志着我国会计管理工作开始起步。 

1950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了适用于各级财政机

关的《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和适用于

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的《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

算会计制度》，初步确立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的预算会计管理体制。 

1951 年 7 月，政务院发布《预算决算暂行条例》，

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

和预算会计管理体制，建国初期我国预算会计管理体

制，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 

1952 年 1 月，政务院根据《预算决算暂行条例》

的有关规定，发布了《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

法》。 

1955 年 1 月，国务院在《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

送暂行办法》基础上，正式发布施行了《国营企业决

算报告编送办法》。《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办法》

的颁布施行，进一步健全了我国企业会计的管理体

制。 

为加强对会计工作的领导，经国务院批准，财政

部于 1979 年 1 月恢复了管理会计制度的职能机构—

会计制度司，1982 年更名为会计事务管理司。会计

事务管理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时期会计管理体制

的恢复和逐步发展。 

1999 年 10 月修订的《会计法》规定：《会计法》

对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和其他业务主管部门和其他

业务主管部门之间会计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的界定，

使我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政府主导型会计管

理体制得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标志着我国会计管

理体制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 

1995 年，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讨论了《会计改革

与发展纳要》 

1994 年 2 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财政部

的会计事务管理司改为会计司， 

1998 年 7 月，国务院机构再次进行改革，财政

部会计司对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进行了精简，并相应

高速了职能。这两次机构改革使政府主导型会计管理

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适应了市场经济条

件下政府对会计管理的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会计模式的建

立和完善 

1992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以财政部

长令的形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

则》。《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会计模

式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根本转变。 

在 1992 年的会计改革中，结合各行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不同特点和管理要求，按行业性质制定了 13 个全

国性的统一会计制度，规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实施。

颁布了《注册会计师法》，规范了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

展。为配合政府转变职能的需要，对会计管理体制也

进行了改革。结合中国国情，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活动

对财计制度变迁的不利影响，我国要借兑现世贸承诺

之机，全方位开放财计市场，逐步形成开放、透明的

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同时，允

许国外财计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尽快实现资本项目下

的自由兑换，。 

The Conference on Web Based Business Management

978-1-935068-18-1 © 2010 SciRes.821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1] GuoDao yang，Chinese Accounting Explained [M], Beijing: 
China'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ress, 1982. 
郭道杨 中国会计史稿[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2] GuoDaoYang，Accounting Ceremony [M]. Beijing: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999. 
郭道杨 会计大典[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 GaoBo Memories. "Improved" Chinese-Style Book [J].Journal 
of Shanghai Accounting, 1981. 
高波,回忆. 改良中式簿记[J], 上海会计,1981 

 

The Conference on Web Based Business Management

978-1-935068-18-1 © 2010 SciRes. 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