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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袁庆

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正高级会计师,

入选广东省科技咨询专家库财务管理类专家;

1988年7月至2014年6月任职广东省财政厅多个部门，

2014年6月转任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主要从事公共财政政策、财务管理、会计审计准则、注册
会计师行业管理等领域研究；参与拟定中央和地方多项财政改
革发展与制度建设工作，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财政票据信息化
及注册会计师行业改革等工作成绩显著；主持多项科研课题研
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实务研究报告及论著，具有较强的实
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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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湾区介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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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湾区地理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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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湾区2

面积约1.7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340万人；
有60家全球五百强总部；
有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

是世界金融的核枢纽与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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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湾区2

纽约湾区的两翼：

康涅狄格州——“美国的兵工

厂”：飞机发动机、核潜艇、直

升飞机。通用电气、施乐、普莱

克斯、特雷克斯等500强总部所

在地

新泽西州——美国的“发明之

州”。全美40%的药品产自该州。

强生、保德信、霍尼韦尔等500

强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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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湾区3

面积约1.7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15万人；
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硅谷汇集

了苹果，谷歌等大量世界500强企业并有
200家风投公司为创业者提供资金保障；

区内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
等世界著名大学，超百位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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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湾区3

—— 美国传统的工业区，飞机、火箭、

造船、仪器仪表、化学等工业发达。湾

区占加州4.3%的面积，却贡献了加州

30.2%的GDP，人均GDP达到10.5万

美元，是美国人均GDP约2倍。

——湾区因孕育了硅谷而成为了全球

创新圣地。硅谷的谷歌、微软、思科、

英特尔、苹果等一批高科技企业，引领

着当今世界创新的潮流。世界500强企

业占比16%，高科技人员占比高达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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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区4

面积约3.68万平方公里，人
口约4347万人；

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
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GDP
占日本的三分之一；

区内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
学等世界著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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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区4

——东京湾是日本国力的代表性区域。

（GDP占全日的40%以上）

—— 以东京为基点，形成了日本最

为重要京滨、京千两大工业带:钢铁、

石化、机械、电子等

——集聚了一批具有强大技术研发

功能的大企业和研究所，如NEC、佳

能、三菱电机、三菱重工、三菱化学、

丰田研究所、索尼、东芝、富士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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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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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状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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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状况1

 “粤港澳大湾区”的范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由广州、深圳、佛山、东

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9个珠三角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

别行政区组成，拥有5.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6671万人口和13%全国

经济总量，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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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规划？2

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加快经
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的需要，也是代表国家参与新一
轮全球竞争和提升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对于加快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加快港澳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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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规划？2

✓ 高水平开放的引领者。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竞争的挑战，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
作竞争新优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 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适应工业革命4.0、人工智能、互联
网等新技术革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国际科创
中心，服务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建设 ；

✓ 合作机制创新示范区。有利于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加快港澳经济转型，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加快建
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广州、深圳

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

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

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

地位与功能。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提“粤港澳大湾区”，明确今年

要“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

利合作”。

2016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

港、澳门互利合作。

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第一次提出要充

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政策背景与规划范围3

19

2017年10

月
2017年3月 2018年3月 2018年7月

201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20
周年庆典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人民
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四方共同签署的《深化
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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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与发展愿景4

➢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能力较强，又拥有“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独

特的人文纽带关系，世界级湾区雏形突显，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具有独特优势。

➢ 在全球化新格局、国家“双向”开放和粤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通过实施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将致力于发

展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区域、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多元文化交流汇萃

地、“一国两制”实践示范区，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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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与发展愿景4

2017年世界湾区主要统计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项目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湾区

面积（万km2） 3.68 1.74 1.79 5.60

人口（万） 4347 2340 715 6671

GDP（万亿美元） 1.8 1.4 0.76 1.36

GDP占全国比例 41.0 7.7 4.4 10.8

人均GDP（万美元） 4.1 6.9 9.9 2.0

第三产业比重 82.3 89.4 82.8 62.2

机场旅游量（亿人次） 1.12 1.30 0.71 1.75

集装箱呑吐量（万TEU） 766 465 227 6520

QS世界百强大学数 2 2 3 5

福布斯500强公司数 60 28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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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领域5

➢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

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

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

➢ 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落实CEPA及其系列协议，促进要素便捷流动，提高通关便利化水

平，促进人员、货物往来便利，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推动扩大内地与港澳企业相

互投资。鼓励港澳人员赴粤投资及创业就业，为港澳居民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并为港澳居民在

内地生活提供更加便利条件。

➢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统筹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优化跨区域合作

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促进科技、金融和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

科研成果转化水平和效率，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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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领域5

➢ 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完善产业发展

格局，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产业合作发展平台，构建高端引

领、协同发展、特色突出、绿色低碳的开放型、创新型产业体系。

➢ 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加优

质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产品供给，打造国际化教育高地，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加强人文交流、

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推进区域旅游发展，支持澳门打造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共建健康湾区，完善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建设绿色低碳湾区。

➢ 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充分发挥港澳地区独特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经贸、金融、生态环保及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携手打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区。支持粤港澳共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联手“走出去”，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平台，更好发挥归

侨侨眷纽带作用，推动大湾区在国家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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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领域5

➢ 支持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粤港澳合

作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

和引领带动作用，并复制推广成功经验。推进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建设。支持港深

创新及科技园、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中山粤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合作平台建设。发

挥合作平台示范作用，拓展港澳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



会计师行业的角色与作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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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体系重要的制度安排1

赋予了注册会计师行业法

定监督职能，发挥审计鉴

证会计信息、监督经济运

行的重要作用。

注册会计师法 公司法

企业破产法证券法

企业国有资产法
银行业

监督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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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要的决策支撑2

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发挥促进和保障作用。

独特
优势

会 算账

善 分析 重 数据

懂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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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胜任能力3

业务范
围扩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绩效评价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高新技术认定

非盈利组织财务监督

财政资金监督 行业发挥的会计审计和相关专业咨询

功能，对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资本市场、国企改革、混

合所有制推行、商事制度改革以及政

府职能转变、一带一路等发挥新的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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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角色转换4

单一的年报审计、验资

经济鉴证

合规性治理

企业内控审计、财政绩效评价、
管理会计

价值管理

经营性治理和风险管理

过滤不实会计信息，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保障经济信息安全，维护市场

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



会计师行业的机遇与对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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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港

澳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澳门是著名的国际自由港

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
航运中心

大湾区
目标：国际一流湾区

世界级城市群
需求：会计专业服务需求量日渐增大
迫切：粤港澳三地会计行业联动

粤港澳会计专业交流
粤港澳会计专业合作

会计师服务业的机遇分析1



地区 第三产业占比数据

东京湾区 80%

纽约湾区 89.5%

旧金山湾区 82%

粤港澳大湾区 62%

对比世界三大湾区，专业服务
差距大

专业服务业、特别是注册会计师行业是现
代服务业中的高端产业

无处不在

无时不需

无地不用

在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专
业服务作为服务经济社会的重要抓手，
需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数据2

32



33

粤港澳湾区注册会计师（CPA）与事务所现状（2017年至2018年为例）3

广州 香港 澳门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江门 中山 肇庆

234

1838

17
270

26 55 84 34 27 30 7

3535

4627

302

3535

311 311
622

177 158 218
62

事务所

注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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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湾区会计业发展的瓶颈4

 粤港澳三地会计服务业的管理体制
不一样。包括资质获取、市场准入、
机构认定、监管模式都不一样；

 粤港澳三地法律法规体系不同，造
成资本市场专业服务互通互融存在
障碍；

 三地资格认证难以互通，造成湾区
业务服务专业服务难以融合；

 三地事务所存在信息、业务、人脉
交流不畅通的瓶颈。



会计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与对策5

新步伐
✓ 财政部89号令《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

办法》已取消要求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控制权原须

由内地居民持有的限制，港澳合伙人在内地有固定住

所，每年在内地居留不少于6个月，已在港澳取得的

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 对港澳居民在湾区实行完全国民待遇，为创业、工作

和生活等提供更大的便利。

35



36

会计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与对策5

新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潜力巨大，为行业发展
提供专业服务供给；

✓行业发展从三地“碎片化”专业服务向“一
体化”专业服务集聚，业务拓展能力进一
步提高；

✓品牌优势、专业优势、多元化优势、国际化
优势等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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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与对策5

新趋势

✓ 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探索引进港澳会计服务业的准入标准和监管模式，推动三地行业管理的对接与融合；

✓ 探索允许取得港澳会计师资格的港澳人士担任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专业资格合伙人。

✓ 推动开放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设立的限制，允许其在自贸区及自贸区所在行政区域同时存在。



新愿景

✓ 打造湾区专业标准，积极推动完善粤港澳三地审计法制建设、加快

推进粤港澳三地审计标准研究制定；

✓ 打造会计专业人才高地，优化粤港澳三地注册会计师人才集聚机制

建立。

✓ 打造极具影响力的粤港澳三地会计服务联盟，使得地区内的注会们能更方便

地进行专业信息、政策、人脉等方面的交流，提高湾区内的办事效率，甚至

可以尝试如何在收费标准、审计质量、资格认证等方面一定程度统一。

会计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与对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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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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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提问
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