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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18-22 日  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世界华人会计师大

会」，主题为「当你遇上一带一路」。 

 

从 2013 年起，国家大力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提倡沿线国家通力合作，积极推动全球化发

展。本会看准此机遇，希望能协助香港以及全球华人会计师把握这历史性的机会，寻求商机，

开拓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个着眼点是金融及专业，而华人会计师正正拥有此有利条

件。华人会计师不但有对外的丰富经验，还有身为华人的自身优势，包括种族、文化背景和对

中国的了解，所以更应该整装待发，紧握「一带一路」的机遇。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创于 1913 年，至今有 105 年的历史，为本港专业会计团体。本会普通会

员人数逾千，会员均为执业会计师，当中大部分为本港中小企会计师事务所之代表, 亦不乏来

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及大型企业的主管。本会成立的宗旨是为服务社会，提高会员执

业质素及知识，促进会员间的沟通，探讨同业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及寻求解决方法，从而保持

和提高会计师的执业水平。本会希望能运用过往的经验以及专业，担当全球会计师之间的桥梁，

为业界服务，与时并进。 

 

有见及此，「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为全球华人会计师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联系业界精英、

鼓励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交流把国际会计的标准和工作模式推广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城

市。作为「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的召集人，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与其他会计团体合作、发掘机遇，向政府提出建议及争取最佳政策，促进会计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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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支持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是在财政部领导下开展行业管理和服务的法定组织，

承担着《注册会计师法》赋予的组织实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拟订执业准则等法定职能和协

会章程规定的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成立于 1988 年 11 月。 

 

中注协的主要职责是：(一)审批和管理本会会员，指导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办理注册会计师注

册；(二)拟订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规则，监督、检查实施情况；(三)组织对注册会计师的任职

资格、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进行年度检查；(四)制定行业自律管理规范，对

会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规范的行为予以惩戒；(五)组织实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六)组织、推动会员培训和行业人才建设工作；(七)组织业务交流，开展理论研究，提供技

术支持；(八)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宣传；(九)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支持会员依法执业，维护

会员合法权益；(十)代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国际交往活动；(十一)指导地方注册会计师协

会工作；(十二)承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机关委托或授权的其他有关工作。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注协有团体会员（会计师事务所）8605 家，其中，有 40 家证券期

货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11 家。个人会员

达 23.7 万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105570 人，非执业会员 131633 人。全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30

万人。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于包括 3000 余家上市公司在内的 420 万家以上企业、行政事业单

位。 

 

中注协分别于 1996 年 10 月和 1997 年 5 月加入亚太会计师联合会（CAPA）和国际会计师联合

会（IFAC），并与 50 多个境外会计师职业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和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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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 

 
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包括在香港举行为期两天的论坛、三天的北京考察团和香港华人会计师公

会 105 周年庆祝晚宴。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汇集本会在全球建立的网路，以及得到各个专业团

体、首屈一指的学者、香港特区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和参与，充分利用两天论坛及三天北京考察

的时间交流和学习，建立网路，寻找机遇。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 105 周年庆祝晚宴让参加者一起分享本会的喜悦之余，也能在轻松的环境

下认识业界精英。另外，三天的北京考察团得到国家政府部门和会计团体的支持，参加者能通

过是次机会深入了解国家最新的发展、市场动向、文化环境和发展机会，与论坛相辅相成、互

相配合，为参加者提供第一手资讯。大会期待你们的参加及支持。 

 
 

学术调查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将会与香港城市大学 — 香港持续发展研究枢纽联手进行以「会计师在一

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为题的研究。此研究目的为探索香港会计专业作为超级联系人于「一带

一路」的角色和参与其中的机遇，希望能让业界对倡议有更清晰、深入的了解，继而对把握此

机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决心, 亦能更有效地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把世界各地华人会计师

联系起来，共同发掘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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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流程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 105 周年庆祝晚会暨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开幕礼 

 
日期 : 2018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时间 : 晚上 7 时正至 10 时正  (晚上 6 时 30 分登记) 

晚上 7 时正     开幕礼 

晚上 7 时 30 分  晚宴 

地点 :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厅 

主礼嘉宾 :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 

. 节目包括专业及文化交流活动 

 
 
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 
 
日期 : 2018 年 5 月 19 日 (星期六) 

时间 : 上午 9 时正至下午 5 时 30 分 (上午 8 时 30 分登记) 

地点 :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厅 S221 

主礼嘉宾 :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 

语言 : 普通话 (辅以英语即时传译) 

 

节目 (暂定) 

上午 专题讲座 

09:00-09:05 大会联合主席致欢迎辞 

09:05-10:25 

主礼嘉宾致辞及专题讲座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致辞及专题演讲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领导致辞(待定)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冯淑萍会长致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领导专题演讲(待定) 

大会联合主席致谢辞 

10:25-10:45 小休 

10:45-12:45 

海上丝绸之路协会联席主席叶刘淑仪女士专题演说 

国内嘉宾讲者专题演说 

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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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王义桅教授 

中午  

12:50-14:00 午餐专题讲座 

下午 分享及论坛 

14:15-16:15 
企业家「一带一路」实战分享 (3-4 位)，包括基建、科技、金融、电讯及物

流等 

16:15-16:35 小休 

16:35-17:35 会计专业团体及与会者分享及交流 

晚上 首席/团体代表晚宴 

 
 

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访京团 

 
日期 : 2018 年 5 月 20 至 22 日 (星期日至星期二) 

地点 : 北京 

 

行程 (暂定) 

2018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早上 参观企业或香港发展 

下午 起程前往北京 

2018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 

早上 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各政府机关部门及专业会计团体座谈 

中午 午餐交流会 

下午 参观北京企业或基建 

晚上 欢送晚宴 

201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 

早上 观光︰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及游览北京名胜 

下午 回程或自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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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项目 优惠价* 正价 

2018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 105 周年庆祝晚会 港币$1100 港币$1200 

2018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 (不包括专题午餐会) 港币$500 港币$600 

世界华人会计师大会专题午餐会 港币$350 港币$400 

2018 年 5 月 20-22 日(星期日至二) 

华师北京访问团—单人房 

(费用包括两晚酒店、交通及餐费) 

港币$5000 

华师北京访问团—双人房 

(费用包括两晚酒店、交通及餐费) 

港币$3500 

来回机票 (香港<--->北京) 

 

暂定航班:  

5 月 20 日 KA 974 香港-北京 1600-1930  

5 月 22 日 KA 993 北京-香港 1835-2220  

 

* 优惠价︰首 40 位登记者订购来回机票只须港币 1000

元，先到先得。  

港币$1000* 

(原价︰港币 5000 元  

机票收费将按实际票价调整) 

(价格以每位计算) 

 

*优惠价适用于早鸟优惠时段内报名(2018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华师会员、首席支持之会员及支持机构之会员。

北京访问团不设优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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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架构 

 

筹委会主席︰ 甘耀成 杨志伟   

筹委会副主席︰蔡国伟 陈志兴 

筹委会秘书长︰余广文 

筹委会财务长︰黄俊硕 

荣誉顾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冯淑萍会长  陈毓圭副会长兼秘书长 

顾问︰潘永祥 李兆雄 彭准来 李家晖 冯 力 罗君美 丘贤君 蔡大维 戴希远  

梁健宁 潘坚荣 谭竞正 黄龙德 陈树坚 陈道铭 陈嘉龄 梁文基     

蔡淑莲 陈美宝 吴荣辉 林智远 周锦荣 

联络︰ 陈嘉龄 (主席) 蔡淑莲 (主席) 陈毅生 陈志兴 蔡国伟 范骏华     

甘志成 郭志成 戴希远 谭竞正 蔡大维 谢海发 余广文 

节目及讲座︰ 陈志兴 (主席) 周锦荣 林智远 黄俊硕 余广文 吴锦华 

场地︰周锦荣 (主席) 甘耀成 刘国雄 

财务预算︰黄俊硕 (主席) 陈志兴  

活动运筹及交通安排︰ 蔡国伟 (主席) 郭志成 

筹募活动经费︰ 陈道铭 (主席) 陈嘉龄 蔡国伟 

宣传及推广︰蔡淑莲 (主席) 陈淑玲 

场刊，会议套件，纪念品︰文思怡 (主席) 黄俊硕 邬晋升 

接待及登记︰余广文 (主席) 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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