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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验中心的发展历程和目标定位

2008年11月，财政部牵头组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国资委、审计署、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中

国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和XBRL中国地区组织，开启了部门

协作推进XBRL应用实施的新阶段。2010年10月，财政部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同时发布了财政部组织制定的XBRL技术规范系列国家标

准。两项标准的制定发布，标志着XBRL在我国的各项应用

有了统一的架构和规范。

作为一个培养高级财会人员的国家级培训基地，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理应承担XBRL技术规范国家标准、企业会

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等在财会群体中的普及和推广职责。
2010年9月份成立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XBRL体验中心，开

启了XBRL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之旅。鉴于XBRL本身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受到工科实验教学、ERP沙盘演练和IT产

品体验商店的启发，教研团队希望采取一种以学员为中

心、类似游戏的学习方式———体验式教学，通过精心设计

的操作环境、学习流程和报告形式，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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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于kano模型划分的AIS可信需求度量值
基本型需求（0.7≤t<1）
期望型需求（0.5≤t<0.7）
兴奋型需求（0≤t<0.5）

可用性
可靠性、可生存性、决策支持性、风险可控性、安全性、可维护性
可审计性、税收可稽查性

求的划分及AIS可信性结构层次划分模型，本文基于kano模

型将可信属性进行了划分，并对基本需求、期望需求、兴奋

需求进行了量化，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每一种可信需求的最低可信值都要大于

等于需求类型划分的最小值Tmin，即ti≥Tmin

（三）复杂约束条件下AIS可信需求优先级排序 根据

AIS可信属性的贡献度与定制成本、定制时间的比值获得

单个AIS可信属性的性价比Xi，并通过kano模型的分类将可

信属性做了最低值的限制，因此可以获得AIS可信需求间

的大致排序，即可用性大于可靠性、可生存性、决策支持

性、风险可控性、安全性、可维护性这6个属性，而这6个属

性对于小微型云用户来说又同时大于可审计性、税收可稽

查性这两个属性，而属性间的排序则需要利用前文计算的

性价比Xi来排序。本文最终结合行业数据，对可信需求进

行成本估算，并用上述介绍的方法将可信需求进行了排

序，即可用性>可靠性>决策支持性>安全性>可生存性>风

险可控性>可维护性>可审计性>税收可稽查性。
本文对供应商目前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

析，揭示出需求优先级评估管理在供应商定制软件中是一

个被忽视的重要环节。在软件项目建设中，经常受到定制

成本、定制时间的限制，而用户方提出的需求较多，尤其是

当需求方提出的需求使得各定制人员间对需求实现产生

分歧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需求实现的优先级进行科学

决策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问题。本文以用友T+软件为例，基

于小微型企业用户需求，将AIS可信属性进行了排序，从而

实现对AIS可信需求优先级的管理，期望为供应商在定制

过程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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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员自己动手实际操作，自简至繁，逐步演进，在感受中

学习，在体验中领略XBRL的魅力。2013年11月，经财政部领

导批示，体验中心获准冠名为“XBRL中国地区组织体验中

心”（以下简称“XBRL体验中心”），其发展目标为：依据

XBRL国际组织制定的知识框架，结合国内外各领域的

XBRL最佳实践，以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为指导，搭建一个集“认知、体验、交流、分享”于一体的

交互式XBRL教学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动XBRL知识

在中国财经群体中的普及，最终将体验中心建设成为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的XBRL教研阵地和中国XBRL领域对外交

流合作的展示平台。
二、体验环境的设计与搭建

（一）体验教室建立与布局 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和资

源复用原则，XBRL体验中心教室由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通用计算机教室改造实现。
（二）体验网络与服务器搭建 体验中心选用常用的

CISCO网络交换机组成的星型局域网，连接所有的学员用

机 和 服 务 器 群 ，XBRL 体 验 中 心 接 入 层 交 换 机 型 号 为

CISCO2960，通过两根千兆双绞线上联至汇聚层，汇聚层交

换机型号为CISCO3560G，通过两根千兆单模光纤上联至中

央机房，机房核心交换机为型号CISCO7609，中央机房采用

600M宽带连接ChinaNET和CERNET。在机房安放有两台

Dell M1000e刀片机箱，分别插有3块刀片式服务器，其中2

块刀片用作服务器虚拟化，4块刀片用作桌面虚拟化。两个

刀片机箱通过千兆单模光纤和SAN存储系统相连，为虚拟

化提供物理空间。
（三）体验客户端设计与实现 由于XBRL体验中心使

用的教室是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公共计算机教室，该教室

除承担XBRL的教学任务之外，还承担着其他教学任务，每

一种教学任务需使用的软件环境和桌面布局都存有较大

差异。为使计算机终端能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快速切换，

经过多次论证，中心的技术人员选择了虚拟化的方式来管

理 网 络 客 户 端 ， 并 选 用 了 VMware 公 司 的 产 品 VMware

Horizon Client。VMware Horizon Client是VMware的桌面端连

接工具，通过该工具，用户可以在物理机和虚拟机之间实

现轻松切换。
（四）体验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本系统的开

发目的是在XBRL体验式学习的过程中，帮助体验教师对

学员的学习过程进行引导，记录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并

帮助助教给出评价，最后自动形成体验报告，并分发到每

位学员的电子邮箱。其价值是提供一个整合平台，将教学

计划、操作手册、体验任务、体验流程、培训脚本等进行有

机整合，以便更好地实现体验式教学。本系统仅为教学管

理的辅助工具，并不涉及XBRL技术本身，所有与XBRL有

关的学习均由学员利用各种XBRL专业工具软件自行完

成。

三、软件平台的选择与整合

（一）软件平台的选择原则 第一、全面性。体验中心

选择的XBRL软件平台包括分类标准编辑、浏览、校验工

具，实例文档编辑、浏览、校验工具，XBRL数据下载、转换、
分析，XBRL数据存储、查询、加密等工具。第二、多样性。体
验中心对于XBRL分类标准扩展和实例文档编制工具，既

选择手工录入式，又选择自动转换式，还选择内部嵌入式。
第三、可获取性。体验中心能够获得的软件平台包括合作

伙伴的XBRL软件产品，免费的XBRL软件和XBRL公共平

台，具有测试版本的XBRL软件产品，具有学术账号的XBRL

软件产品等。第四、规范性。本原则主要针对国内的XBRL

软件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体验中心优先引进通过XBRL软

件认证的XBRL软件产品。第五、可用性。XBRL体验课堂上，

不允许出现时可访问、时不可访问的情况，为此选用的

XBRL软件及平台应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当然，国际免费平

台或测试版本的软件平台是否可用，还有赖于国际网络的

稳定性和访问速度。第六、常用性。XBRL软件平台的使用

频率，取决于学员感兴趣的程度和相应模块适用的课程种

类，为此体验中心倾向于优先选择学员感兴趣的体验模块

所涉及的软件平台。第七、先进性。对于同一功能的XBRL

软件产品，体验中心优先选择具有先进设计理念和良好功

能性能，且能充分体现XBRL特征和优势的软件产品。
（二）国内软件平台选择 截至目前，国内尚无免费的

XBRL软件产品或测试版本的XBRL软件产品可供学习者使

用，为此，体验中心选择了合作伙伴的XBRL软件产品。截
至2016年6月，体验中心已引进10家合作伙伴，包括吉贝

克、普联、NTT Data、富士通、用友、金蝶、浪潮、中科金财、方
正、长虹，软件产品涉及分类标准编辑工具、浏览工具、校
验工具，实例文档编辑工具、浏览工具、校验工具，XBRL数

据下载工具、转换工具、分析工具，XBRL数据存储工具、查
询工具等。当前，社会公众可以免费访问的我国XBRL公共

平台仅有三个，包括上交所的“上市公司XBRL平台，深交

所的“XBRL互动平台咨询系统和证监会的“基金信息披露

平台。为此，体验中心选择这三个XBRL公共平台的部分功

能，进行基于XBRL数据的财务分析体验，包括上市公司财

务数据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以及基金数据的横比、纵
比、同比、环比等。

（三）国际软件平台选择 XBRL国际组织网站的“工

具与服务”专栏介绍了49款国际上主流的XBRL工具和本着

可得性、可用性、稳定性和典型性等原则，体验中心目前选

取了3款国际化的免费或试用XBRL软件产品和2个国际化

的免费XBRL公共平台。
四、体验样本的筛选和运用

（一）体验样本的筛选原则 第一，全面性。体验中心

选择的体验样本，既包括可用于体验的技术规范、分类标

准和实例文档，又包括可用于分享的最佳实践、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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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XBRL应用项目。第二、多样性。对于技术规范、分类标

准、实例文档和XBRL应用项目中的任何一类，均同时选择

国外样本和国内样本，并根据学员行业背景选择相应的行

业样本。第三、典型性。对于分类标准和实例文档主要考虑

不同应用领域和不同企业会计准则类型，对于XBRL应用

项目主要考虑不同应用领域，如证券、税收、SBR项目、银行

监管、国资监管等。第四、可得性。技术规范全球唯一且免

费可获取，因此可获取性主要针对分类标准、实例文档和

XBRL应用项目。用于体验的样本，需要能够顺利获取且能

够向学员公开。
（二）技术规范筛选 第一，国际技术规范筛选。XBRL

国际组织先后发布了一系列XBRL技术规范，包括1个基础

技术规范和一系列扩展技术规范，考虑到技术规范本身的

认可级别和使用的广泛性，体验中心主要向学员介绍基础

技术规范和6个扩展技术规范，后者包括维度技术规范、网
页集成式技术规范、表链接库、公式技术规范、版本技术规

范和流技术规范。第二，国内技术规范筛选。我国《可扩展

商业报告语言（XBRL）技术规范》（GB/T25500-2010）系列国

家标准涵盖基础、维度、公式和版本四个技术规范，尽管我

国当前开展的XBRL软件认证只针对基础、维度和公式三

个技术规范，但伴随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2015版本

的诞生，对版本技术规范的关注也将成为必然。为此，体验

中心在设置授课内容的同时也考虑了基础、维度、公式和

版本四个国标。
（三）分类标准筛选 第一，国际分类标准筛选。分类

标准定义了XBRL的语义规则。XBRL在财务领域的应用可

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财务报告层次，称为XBRL FR，二是

账簿层次，称为XBRL GL。XBRL FR层次的分类标准，一般

需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国际上的企业会计准则有两

大典型代表，IASB制定的IFRS和FASB制定的US GAAP，与

之相对应的两大企业会计准则分类标准分别是IFRS分类

标准和US GAAP分类标准。为此，体验中心选择这两个分类

标准的最新版本作为国际分类标准，提供给企业领军学

员、公开课学员和其他一般学员学习参考。此外，鉴于税务

领军学员对税务方面分类标准的特殊需求，体验中心选择

英国海关与税务总署的HMRC （HM.Revenue & Customs）分

类标准，供学员学习和参考使用。鉴于注册会计师领军人

才对审计方面分类标准的特殊需求，体验中心选择荷兰的

SBR分类标准，供学员学习和参考使用。XBRL GL层次的分

类标准由XBRL国际组织统一制定，为展现会计系统和业

务系统中的字段提供统一的格式。体验中心选择XBRL GL

的最新版本，供学员体验使用。
第二，国内分类标准筛选。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通用

分类标准皆由财政部制定。原则上，其他监管机构的XBRL

分类标准、其他行业的XBRL分类标准皆应在通用分类标

准的基础上扩展制定。为此，体验中心选择最新版本的企

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作为体验对象。该版本通用分类

标准含有原本的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银行业扩展

分类标准和石油天然气行业扩展分类标准。此外，鉴于银

行类学员对银行监管扩展分类标准的特殊需求，以及国企

类学员对国资委监管扩展分类标准的特殊需求，体验中心

分别选择“银行监管报表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扩

展分类标准”和“国资委财务监管报表XBRL扩展分类标

准”，供学员学习和参考使用。鉴于上交所、深交所和证监

会基金分类标准目前均无法获得，暂未提供相应分类标准

供学员体验。鉴于向财政部报送的企业都要扩展分类标

准，体验中心选取部分样例，供学员学习和参考使用。
（四）实例文档筛选 第一，国际实例文档筛选。限于国

际FR层次实例文档的可获得性，体验中心主要选用SEC的

实例文档。学员可从SEC网站下载具体公司具体期间的实

例文档及其配套的扩展分类标准，也可从相应平台将SEC

实例文档数据转换到Excel表格中，以便进行进一步数据处

理。限于国际GL层次实例文档的可获得性，体验中心直接

从XBRL GL分类标准的子文件夹“ids”中获取。第二，国内

实例文档筛选，限于国内实例文档的可获得性，体验中心

主要选择9家企业2011年报送财政部的实例文档样例，此

外，在财政部和各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体验中心还将6家企

业2014年报送财政部的实例文档，用于向学员展示。在上

交所和深交所的大力支持下，体验中心还可根据学员需

求，展示部分深交所实例文档和上交所实例文档。
（五）应用项目筛选 第一，国际应用项目筛选。当前，

XBRL的应用领域已涉及财务报告、统计报告、税收报告、
可持续性发展报告、政府报告、监管报告和企业内部报告

等。考虑到国际XBRL项目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SBR项目

方面，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政府SBR项目，辅以荷

兰、瑞典、芬兰和土耳其的SBR项目；在财务报告领域，选取

最具影响力的美国SEC XBRL项目；在税收报告领域，选取

最具代表性的英国海关与税务总署的XBRL项目；在金融

监管领域，选取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XBRL项目；在企业

内部报告领域，选取最早成为经典案例的华歌尔和富士通

XBRL项目。第二，国内应用项目筛选。当前，国内XBRL应用

项目日渐丰富，比较成熟的XBRL应用项目包括财政部的

XBRL试点项目，深交所、上交所、证监会基金的XBRL项目，

中央国资委的XBRL项目。考虑到与学员所在行业的契合

程度，体验中心会根据不同体验班级，选择不同XBRL项目

进行详细讲解，其他简单介绍。
此外，财政部于2015年开展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

标准典型实施应用案例”征集活动，涌现出一批企业内部

应用XBRL的典型案例，包括中石油湖北销售、浦发银行、
中石油年金基金、中船集团、中国石化等企业的XBRL应用

项目。体验中心在授课过程中，一方面会介绍这些XBRL项

目的概况，一方面会邀请这些企业XBRL项目的相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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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XBRL体验模块划分
模块编号

-

模块 1

模块 2

模块 3

模块 4

模块 5

模块 6

模块 7

模块 8

模块 9

模块 10

模块 11

模块 12

模块 13

-

模块 14

模块 15

模块 16

模块 17

模块名称

体验准备

体验入门

XBRL 财务数据分析

认识实例文档

认识分类标准

扩展分类标准

编制实例文档

交互式校验

XBRL 数据处理

认识 XBRL GL

XBRL 免费软件下载

XBRL 软件的比较与选择

财务报告编报模拟

XBRL 与教学评价

体验总结

企业运用 XBRL 经验

监管机构推进 XBRL 经验

XBRL 的发展与应用趋势

XBRL 软件自由体验

体验目的

-

熟悉体验环境，了解 XML 如何
支持网上汽车比价

了解如何运用 XBRL 格式财务
报告，辅助决策支持

了解什么是实例文档，及其对
软硬件系统的独立性

了解什么是分类标准，及其对
软硬件系统的独立性

了解如何采用不同的方式、不
同的软件产品扩展分类标准

了解如何采用不同的方式、不
同的软件编制实例文档

体会 XBRL 数据流转的便利性

了解 XML 原生数据库的存储
方式与查询方式

认识 XBRL GL 的实质

了解 XBRL 免费软件和试用软
件的获取方式

了解不同 XBRL 软件产品的优
势及适用范围

学会基于通用分类标准实施步
骤，编报财务报告中典型的维
度表和非维度。

探 讨 XBRL 的 应 用 趋 势 ，对
XBRL 体验教学予以评价

-

学习先进企业和典型企业实施
和运用 XBRL 的经验

学 习 国 内 外 监 管 机 构 推 进
XBRL 的经验

了 解 XBRL 的 发 展 和 应 用 趋
势，及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根据学员个人兴趣，自由选择
XBRL 软件和模块进行体验

体验内容

-

1.熟悉体验环境、完善相关信息
2.体验网上汽车比价

1.用普联平台进行通用查询分析、财务指
标分析和对标分析
2.用上交所 XBRL 平台进行财务分析
3.用深交所 XBRL 平台进行财务分析
4.用证监会基金 XBRL 平台进行财务分析
5.用 XBRL to XL 平台进行财务分析
6.用 XBRLAnalyst 平台进行财务分析
1.下载实例文档
2.用普通工具浏览实例文档
3.用专业工具浏览实例文档
1.下载分类标准
2.用普通工具浏览分类标准
3.用专业工具浏览分类标准
4.用网络平台浏览分类标准
1.手工录入式扩展分类标准
2.自动转换式扩展分类标准
3.内部嵌入式扩展分类标准

1.手工录入式编制实例文档
2.自动转换式编制实例文档
3.内部嵌入式生成实例文档
1.交互校验分类标准
2.交互校验实例文档

1.浏览 XML 原生数据库中的 XML 文件
2.查询实例文档文件
3.查询实例文档内容
1.浏览 XBRL GL 分类标准
2.浏览 XBRL GL 最佳实践

1.下载富士通试用软件
2.获取富士通试用许可文件
3.启动富士通 XBRL 试用软件
4.获取 XBRL Analyst 插件
1.XBRL 软件的比较
2.XBRL 软件的选择

1.建立分类标准
2.建立非维度表结构并校验
3.建立维度表结构并校验
4.输入非维度表数据并校验
5.输入维度表数据并校验
1.对 XBRL 本身的认识
2.对 XBRL 应用的认识
3.对 XBRL 体验的评价
-

-

-

-

1．自由选择 XBRL 软件
2．自由体验 XBRL 模块

配讲内容
- 为什么会产生 XBRL
- 什么是 XBRL
-XBRL 是如何推广的
- 为什么选择体验式教学
- 体验目的
- 体验环节
- 体验环境
- 体验要求
-XBRL 能干什么
-XBRL 的应用现状怎样
- 财务数据分析的基本类型

-XBRL 的技术架构
-XBRL 实例文档简介
- 实例文档浏览工具介绍
- 分类标准简介
- 分类标准浏览工具介绍

- 分类标准扩展思路
- 分类标准扩展步骤
- 分类标准扩展方式
- 分类标准编报方式
- 分类标准扩展工具介绍
- 实例文档编制步骤
- 实例文档编制方式
- 实例文档编制工具介绍
-XBRL 数据质量
-XBRL 校验的内容与场合
-XBRL 校验的依据与方法
-XBRL 数据的加密
-XBRL 数据的存储

-XBRL GL 的概念和特征
-XBRL GL 的物理结构
-XBRL GL 的应用领域
-XBRL GL 的应用案例
- 富士通 XBRL Tools
-XBRLAnalyst

-XBRL 软件简介
-XBRL 软件比较
-XBRL 软件选择
- 基于通用分类标准的元素梳理
- 创建扩展分类标准
- 创建实例文档
- 校验扩展分类标准与实例文档

-XBRL 存在的争议
-XBRL 发展与应用趋势
- 进一步学习建议
- 体验报告提交与批改
- 体验报告发送与查收
- 体验课程总结与分享
-XBRL 企业内部应用领域
-XBRL 企业内部应用思路
-XBRL 企业内部应用案例
-XBRL 企业内部应用挑战
-XBRL 企业内部应用价值
-XBRL 监管机构应用领域
-XBRL 监管机构应用思路
-XBRL 监管机构应用案例
-XBRL 监管机构应用挑战
-XBRL 监管机构应用价值
XBRL 的发展趋势
XBRL 的应用趋势
XBRL 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

模块类型
-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基础模块

提升模块

基础模块

提升模块

提升模块

提升模块

拓展模块

拓展模块

拓展模块

基础模块

-

拓展模块

拓展模块

拓展模块

拓展模块

人前来与学员进行全面分享与深入交流。
（六）样本运用思路

对于体验样本而言，体验中心大致有四个层次的运用。
一是认识层次。可用于认识层次的体验样本包括技术

规范、分类标准和实例文档。对于认识层次，体验样本的运

用思路为“下载→打开→查看→校验”。如分类标准认识层

次的运用思路如下：让学员亲自到网站上获取体验样本，

分别用普通工具和专业工具浏览分类标准，在专业工具中

查找特定元素、特定链接关系，对分类标准进行校验。
二是编制层次。可用于编制层次的体验样本包括分类

标准和实例文档。对于编制层次，分类标准的运用思路为

“下载→新建→导入→扩展→校验→保存”，让学员从相关

网站上获取基础分类标准，在分类标准编辑器中新建分类

标准，导入基础分类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元素和链接库

关系，对扩展的分类标准进行校验并保存。实例文档的运用

思路为“新建→导入→编制→校验→保存”，与分类标准编

制层次的运用思路略有差异，不需要下载，将扩展改为编制。
三是开发层次。可用于开发层次的体验样本主要是分

类标准。对于开发层次，分类标准的运用思路为“下载→新

建→导入→扩展→校验→保存→征求意见→修改→发

布”，前六个环节与编制层次的分类标准运用思路相同，后

面三个环节有所不同。分类标准的开发过程还需要经过征

求意见、反复修改和对外发布三个环节。
四是分享层次。可用于分享层次的体验样本主要是

XBRL应用项目。XBRL应用项目的运用思路为“讲解→演

示→讨论→评价”，首先由教师讲解整个XBRL应用项目的

概况，然后辅以核心功能或关键环节的演示，接下来由学

员围绕XBRL应用项目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对整个XBRL

应用项目和学员的讨论环节予以评价。分享层次的样本运

用更接近于案例教学。
五、体验模块与体验流程

（一）体验模块划分 当前，体验中心已形成17个成熟

的体验模块，加上体验准备和体验总结两个模块，共计19个

模块。每个模块的模块名称、体验目的、体验内容、配讲内

容和模块类型详见表1。
（二）体验模块之间的关联 为降低XBRL体验的复杂

性，体验模块设计的内在逻辑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17个

体验模块之间的关联性如图1所示：体验入门是其他所有

模块的基础和前提；认识分类标准是扩展分类标准的基

础；认识分类标准和认识实例文档是编制实例文档的基

础；前10个模块是进行XBRL软件比较的基础；扩展分类标

准、编制实例文档、交互式校验是财务报告编报模拟的基

础；前12个模块及XBRL自由体验是进行XBRL与教学评价

的基础。
（三）体验流程 尽管每次课程的体验内容不尽相同，

但体验流程大致相似，具体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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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XBRL体验模块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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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XBRL体验流

六、体验特色和体验效果

（一）体验特色

第一，软件产品多样化。当前，体验中心的XBRL软件产

品较为丰富，既包括10家合作伙伴的11款XBRL软件产品和

3个国内免费公共平台，也包括3款国际免费或试用软件，

以及2个国际免费或试用平台。产品类别较为丰富，可覆盖

XBRL业务报告供应链的绝大部分环节，包括XBRL GL层次

的内部报告、XBRL FR层次的外部报告，以及XBRL数据的

收集、发布和使用等，产品功能较为齐全。
第二，课程内容模块化。根据XBRL知识需求的调研，结

合现有XBRL软件产品的功能和优势，体验中心设计出模

块化的体验课程，每个模块可单独体验，也可与其他模块

组合体验。如模块5扩展分类标准、模块6编制实例文档和

模块7交互式校验，既可分别单独体验，也可组合起来进行

手工录入、自动转换和内部嵌入三种方式的分类标准编报

体验。
第三，课程设置类别化。在大量实际调研和多年授课

经验的基础上，体验中心根据不同类别的培训对象，筛选

出相应的XBRL体验模块和配讲内容，保证XBRL讲授内容

和体验内容的精准性和实用性。目前已成功开设半天专题

讲座、一天标准课程、两天选修课程、三天定制课程、三天

公开课程、远程网络课程等，以满足不同类别学员的学习

需求。
第四，授课师资多元化。XBRL体验中心虽然坐落在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但它更是国内外XBRL的教研阵地和交

流合作的展示窗口。为此，体验中心特通过聘请XBRL领域

的高级专家、教授，招纳XBRL方向的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等

多种方式，丰富教学力量，满足授课需要，保证授课效果。
当前，XBRL体验中心自有4名专职教师（其中1名教授，3名

博士）和8名兼职助教，已聘请过的外部师资包括XBRL领域

的政府领导、咨询专家、实施企业负责人、软件开发商代

表、教授和国际专家。在XBRL体验中心，聘请什么样的师

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员层次和授课需要。
第五，教学研究同步化。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如

果没有科研做支撑，课堂教学就会失去“灵魂”。为此，体验

中心不仅重视XBRL的教学工作，也非常重视XBRL的科研

工作。已撰写发表XBRL领域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应用

案例，已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项目，已获得杨纪琬奖学金。
（二）体验效果 自体验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已迎接27

个班次1300余名现场体验学员，包括国资委国有大型企业

总会计师、全国企业会计领军人才、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地
方企业会计领军人才、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优秀人才、实
施金融机构、上市公司财务人员、EMPAcc项目学员、全日制

MPAcc学员、XBRL监管人员、XBRL教研人员、XBRL软件开

发商等，以及广大的网络直播课堂听众、网络课程听众和

现场讲座听众，并取得良好反响。
自2010年正式组建以来，XBRL中国地区组织体验中心

得到了财政部会计司、XBRL国际组织、行业监管机构、来
访XBRL专家学者，以及参训学员等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学环境的不断变化、XBRL应

用的迅速普及和学习需求的持续提升，体验中心必须与时

俱进，不断地追求更卓越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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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r Listing Corporation
———Based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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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Information relating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data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4
to explain China'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through which problems were found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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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by Accounting Firms: Background,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Zhou Tong

（Management School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institution of approval in stock issuing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Once the conditions of the IPO reform are mature, the accounting firm will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uaranteeing the authentic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the issuer.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e IPO reform in China in futu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Interim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in June 2015.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of accounting firms an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fter that, it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of accounting firm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of accounting firms.

Keywords:Registration reform Accounting firms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Difficulties i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Equity Investment i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in Beijing Shougang co., LTD., for Example

You Xiaoya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ccounting School）

Abstract: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revised and additional in 2014 leads to available for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in equity investment scope and the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change and large-scale enterprises generally affected by
this, Beijing Shougang Co., Ltd.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Equity investment are recognized as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asset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2006 accounting standards, accounting practice can be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confirmation has been
difficult, the 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did not have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but because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overage expanded. In this paper, Beijing Shougang Co., Ltd., for example,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of available for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in equity investment confirmation.

Keywords：Available for sale financial assets Equity investment Classification Importance influence Judgment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eader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Shi Yuan Shi Yueda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our country entering "new normal state", the auditing of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ad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the four aspects of "anti-corruption, reform, rule of law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July 2014 promulgated the "Main leader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leader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regulations implementation details" state-owned enterprise leader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content, the paper design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for leading enterpris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line with the status quo and us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quantify the fulfillment of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aders, and provide specific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supervise, evaluate and
serve the lead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 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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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xperience Center of XBRL China
Liu Qin Liu Meiling Wu Zhongsheng Huang Changyin

（Shanghai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 Experience Center of XBRL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Experience Center of XBRL China in recent

years, mainly showing the work ideas and resul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goal, design and establishment of experience
environment,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oftware and platforms, screening and utilization of experience samples, experience modules
and experience program,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effects,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eople to
build other XBRL teaching institutions, and for individuals to build an experience platform for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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