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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tune Plan Institutional is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in constant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ccounting in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is paper is only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bout in China's history of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e that its thriving economy in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decline. The influence on the open market improve the wealth project plan system of
wealth and fortun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competi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plan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d wealth 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gain plan projects lagg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make better adapt to economic growth,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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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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会计发展史；财计制度变迁；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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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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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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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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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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秦汉实行“上计”制度，对经济活动的财计
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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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社会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封建社会的会计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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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工作。设置了御史中丞和侍御史为御史大夫这

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 年，秦朝时期是我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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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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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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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进一步完善。在财计范围方面，凡国家财计，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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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有关，并单列一篇《上计律》，规范国家上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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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的办法。这种不同性质的财政各自独立，而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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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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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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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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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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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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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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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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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近代的财计制度（1840 年——1949 年）

胜利和根据地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设置专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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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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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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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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现代财计制度（1949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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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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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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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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