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人员管理体制、公司理财、会计核算、会计法制建设、电

子商务与会计电算化等。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①关于宣

传、贯彻《会计法》，强化会计监督，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

有关问题。②关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

创新的有关问题。③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会计的影

响和对策等问题。④关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研

讨的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有财会改革前沿的理论

研究，又有会计实务与管理实践经验的交流。

（二）2000 年7 月 14～19 日举办了新闻出版会计专题

研讨会，参加研讨会有 50 个单位 100 余人。研讨会的主要

议题是：出版社自身发行的财务核算与财务管理；出版社成

本核算的规范；出版社存货核算与管理规范化问题等进行热

烈研讨。清华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 10 个单位作了重

点发言。

（三）2000 年，学会组织外资旅游饭店召开了 10 次财

务例会，其主要内容是就当前税收、财务等有关政策执行情

况及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座谈。通过讨论对某些问题

达成共识，对一些政策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意

见和看法，向有关部门提出咨询。

（四）组织优秀论文写作。为加大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力

度，充分调动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会计管理工作者等从事

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的积极性，2000 年组织昌平会计学会、

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收到优

秀论文15 篇。

（北京市财政局供稿  钱杰执笔）

天津市会计工作

2000 年，天津市会计管理工作以宣传贯彻《会计法》

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会计工作秩序，开展会计理论研究，推

动会计电算化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市的财税改革，促进了

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会计管理工作

（一）《会计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是领

导重视，组织落实。李盛霖市长为此专门作过重要批示，要

求各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切实把宣传贯彻《会计法》的

工作落实好。市政府办公厅在 2000 年 2 月转发了《市财政

局、司法局、法制办关于深入宣传贯彻会计法意见的通知》，

明确新《会计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在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进行，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司法局、法制办具体组织、协

调。6 月28 日，在全国贯彻实施新《会计法》电视电话会

议之后，副市长梁肃代表市政府就贯彻新《会计法》作出部

署。各区县政府、各主管部门对宣传贯彻《会计法》工作也

非常重视，均成立了宣传贯彻《会计法》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了宣传贯彻《会计法》的意见或方案，很多区县、部门的

领导还对《会计法》的宣传贯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领导

的重视，组织的落实，为全市宣传贯彻《会计法》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宣传广泛，形式多样。2000 年，天津市举办了

《会计法》宣传周活动，印发宣传单，在主要街道悬挂宣传

标语，并组织财政干部上街进行《会计法》宣传；录制播出

《走近 <会计法>》专题电视节目和宣传《会计法》公益广

告；市财政局领导就新《会计法》的有关问题接受了《今晚

报》记者的采访；组织近万名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收听收

看《会计法》广播电视讲座；举办新《会计法》大型宣传咨

询活动，全市参与宣传、咨询活动的社会各界人士 2 万余

人，发放宣传资料共 4 万份；组织学习《会计法》征文活

动，收到论文 96 篇；举办“新中大杯”《会计法》有奖知识

竞答活动，有5 000多人参与；组织召开《会计法》座谈会，

对新《会计法》实施以来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座谈；在

《天津财会》等杂志开辟专栏，刊登有关《会计法》的问题

解答及有关宣传文章，对《会计法》宣传培训的情况及时进

行报道。

三是培训深入，成效显著。2000 年初，天津市举办了 2

期《会计法》师资培训班，对146 名师资进行了培训，并对

全市《会计法》培训做出统一安排；为便于会计人员、单位

负责人学习《会计法》，组织编写了《<会计法> 学习辅导》；

3 月，举办了宣传贯彻《会计法》报告会，邀请财政部会计

司司长冯淑萍做《会计法》专题报告，全市各委、办、局

（总公司）和各区县的负责同志共 500 余人出席了会议；6

月，举办了3 期单位负责人《会计法》培训班，培训单位负

责人496 名。各区县和许多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

人的《会计法》培训工作非常重视，积极组织所属单位的法

人和主管财会工作的负责人集中对《会计法》进行学习，许

多主管部门的领导还加入到宣讲《会计法》的队伍中来，据

统计，2000 年全市参加新《会计法》培训的单位负责人共

15 029人。与此同时，会计人员的《会计法》培训全面展

开，到6 月底，全市参加《会计法》培训的会计人员约 14

万人。

四是举办大赛，练兵普法。举办了“金蝶杯”天津市第

二届会计知识大赛。大赛分为两个赛程：第一赛程是笔试答

题赛程，第二赛程是选拔赛程。选拔赛决赛于 9 月 14 日进

行，经过激烈角逐，市教委代表队获得一等奖，电力公司代

表队、外经贸委代表队获得二等奖，市政工程局代表队、塘

沽区代表队、汉沽区代表队获得三等奖。最后，由优秀选手

组成的天津市代表队赴京参加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并取得了

优异成绩。据统计，全市有4 万多名会计人员参加了第一赛

程的答题，有 27 个委、局和区县组队参加了第二赛程的比

赛。通过大赛，《会计法》进一步得到普及，会计人员素质

进一步得到提高，一批文化水平高、业务素质强的会计人员

脱颖而出。

五是部署自查，抓好落实。天津市要求全市所有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 2000

年12 月都要按照《会计法》的规定，对2000 年 7 月 1 日以

来经济业务事项的会计核算情况及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

计人员情况进行检查；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严格地按

照《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规范和整改，

确保本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六是总结表彰，推动工作。2000 年 10 月，天津市召开

全市宣传贯彻《会计法》总结表彰会，对获得《会计法》宣

传培训工作优秀组织奖的 50 个单位、获得第二届“金蝶杯”

会计知识大赛组织奖的 28 个单位和优秀选手奖的 40 名个

人、获得学习《会计法》有奖征文奖的 35 名作者进行了

表彰。

（二）组织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调查。2000 年天津市

对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试行会计委

派制度的基本做法、经验以及有待进一步解决和研究的问

题。据统计，到2000 年 9 月，全市已对 402 个企事业行政

单位、37 个乡镇、840 个行政村试行了会计委派制度，委派

会计人员 546 名。试行会计委派制度的主要形式：一是委派

总会计师，由主管部门向所属单位委派。采取这种方式的是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所属有机化学工业总公司，共对下属 5 个

企业委派了总会计师。二是委派会计机构负责人、一般会计

人员，由财政部门直接委派、行业主管部门直接委派以及财

政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委派。采取这种方式的是北辰

区、塘沽区、武清区、宝坻县、蓟县、和平区、南开区、港

务局、今晚报社、外经局、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冶金

总公司等。三是会计集中核算，由财政部门成立行政事业单

位财务会计核算中心，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集中管理、

分户核算。采取这种方式的是开发区、北辰区、武清区、新

技术产业园区等。四是村账乡管。由乡镇经管站按村设账、

集中记账，统一管理。全市各郊县都进行了村账乡管的试点

工作。

（三）宣传贯彻《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准则和

会计核算制度。为贯彻《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和财政部

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天津市于2000 年11 月举办了《企

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及具体会计准则培训班，邀请财政部

会计准则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毓圭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

例》、《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企业会计准则

——或有事项》作专题讲座。各主管局、总公司、上市公司

及各区县财政局等161 人参加了培训。此外，2000 年 8 月，

天津市还组织部分企业主管部门财会机构负责人、注册会计

师、基层企业会计人员、高等院校会计学者对企业会计核算

制度改革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座谈、研讨。大家

认为，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应保证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的协调性，突出核算制度的统一性，强调核算制度的实用

性，保持核算制度的稳定性。要通过这次改革，全面、彻底

地解决基层企业会计核算中存在的诸如销售返利、合作建

房、比例合并等处理不规范问题；鉴于我国即将加入 W TO ，

应将一些国际惯例、通行做法科学地、恰当地融入到统一的

会计核算制度中去，使得这次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

（四）继续抓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2000 年天津市印

发了《关于建立健全财产清查制度的暂行规定》，要求各单

位建立健全财产清查制度，特别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

业单位、国有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公司、

企业，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及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财产

清查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财产清查工作。为进一步推进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化的开展，天津市结合《会计法》执行情况的

自查整改工作，将没有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单位作为

财政部门监督、指导和检查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2000 年共考核确认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 430 个，累计

已达到2 028个。

（五）进一步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管理。

开展会计人员普查工作。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天津市

对截止1999 年 12 月 31 日全市的会计人员基本情况、会计

人员管理情况等做了一次全面调查统计，并同时开展建立会

计人员信息库的工作。全市共有123 936名会计人员参加了

这次调查统计。

加强对会计证的管理。一是按照财政部《会计人员从业

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拟定了《天津市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审批；二是组织了有18 016人参

加的会计证培训考试，不具备规定学历的考试合格人数

2 407人，合格率 51 % ，具备规定学历的考试合格人数

13 713人，合格率 67 % ；三是为刚刚走上会计工作岗位的

13 721人办理了会计证；四是对持证上岗情况进行了检查，

并对任用无证人员上岗的单位及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2000 年全市共有

19 854人报名考试，10 946人参加考试，参考率55% 。初级

资格合格2 036人，合格率31% ；中级资格合格1 222人，合

格率27.9% 。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的

资格证书发放工作已于11 月完成。此外，天津市还组织了

2001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天津考区）报名和

培训工作，全市报名人数共计24 500人。

做好会计职称评审工作。为规范申报高级会计师人员的

报评材料，使业绩突出但著作、论文有所欠缺人员的写作能

力得到提高，2000 年继续举办了申报高级会计师人员论文

写作辅导班，聘请有关专家讲解财经论文、财会工作报告的

写作知识以及高级会计师评审标准和报评材料的有关要求，

30 名准备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人员参加了培训。12 月，组织

了 2000 年度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申报高级会计

师人员 141 人，其中学历破格 76 人，资历破格 5 人；评审

通过103人，其中：50岁以上27人，40 至50 岁 59 人，40

岁以下的17 人，通过率73.1% 。

继续组织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2000 年，全市参加初

级电算化知识培训的有6 132人，参加中级电算化知识培训

的有858 人。

（六）严格审批代理记账机构。2000 年，天津市对申办

代理记账许可证的 10 个咨询服务机构进行了严格审核，批

准了符合规定条件的渤海有限责任税务师事务所、滨海财会

代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鼎泰财务咨询事务所从事代理记账

业务，并颁发了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七）利用网络技术，拓宽会计信息发布渠道。2000 年

天津市在广域网页上开辟了会计管理专栏，在网上及时发布

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会计管理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网络

共享。

（八）推进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和会计学会工作。到 2000

年底，全市共有 7 个区县成立了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分校。天

津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组织编写了单位负责人会计知识培训

教材，组织转制科研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法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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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培训，并建立了计算机房。

二、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一）开展学术活动。2000 年，天津市安排了 12 项会

计科研课题，对1999 年的 2 个科研项目进行了验收，基本

完成了承接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及自律机制的研究》、《面

向21 世纪会计后续教育问题研究》两个国家重点会计科研

课题，举办了中日会计准则及模式比较、加入 W TO 对会计

的影响、财务会计报告的披露与国际接轨三个大型学术报告

会，组织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职业道德现状及自律专

题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会计学术论文集（二）》。

（二）组织开展学会会员工作。2000 年，天津市共发展

个人会员 25 人，并组织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开展活动，完

善《团体会员单位工作年度先进考评办法》，总结、表彰、

推广先进分会和会员经验，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上的困难。为

加强与分会、会员的联系和信息交流，天津市会计学会还编

发了4期《学会工作通讯》。此外，在2000 年12 月，天津

市举办了会计人员卡拉 O K 演唱大赛，27 个团体会员单位

的 94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活跃了会计人员的业余文化生活。

（天津市财政局供稿  姜玉军执笔）

河北省会计工作

2000 年，河北省会计管理工作按照财政部工作要求，

以宣传贯彻《会计法》为重点，围绕加强会计法制建设、会

计基础工作建设和会计队伍建设三个环节开展工作，圆满完

成了各项任务。

一、《会计法》宣传工作

（一）形式多样搞宣传。河北省非常重视《会计法》的

宣传工作。省人大副主任龚焕文、省财政厅副厅长张保生先

后接受了省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许亚琴

还就《会计法》实施中社会关注的问题回答了《河北日报》

记者的提问，同时在《河北财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入贯彻

<会计法>，依法做好会计工作》等文章；在《河北财会》和

省财政厅局域网连载《会计法》讲话；在河北电视台连续播

放宣传《会计法》的公益广告；组织省、市政府有关领导、

有关部门和大中型企业以及各县、区的负责人收听收看全国

《会计法》电视电话会议。

7 月 1 日，在石家庄市河北博物馆广场召开了庆祝《会

计法》实施大会。发放《会计法》宣传材料 6 万余份，

1 50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省人大和石家庄市人大、政府

的领导以及财政部会计司领导到会讲话，举行了宣传《会计

法》的大型文艺演出，宣传车在省会主要街道进行了宣传。

全省各地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对《会计法》

进行宣传。利用电视台宣传达513 台次，利用广播电台宣传

达302 台次，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刊登宣传文章、领导讲话等

355 篇，召开各类座谈会 495 次，张贴宣传标语18 042条，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达122 万余份，利用黑板报宣传9 822期，

出动宣传车503 辆。

（二）扎扎实实搞培训。省财政厅、司法厅、政府法制

局联合转发了《关于做好（会计法）宣传贯彻和培训工作的

通知》，明确提出对会计人员的《会计法》培训是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省财政厅举办了全省《会计法》师资

培训班，各市及省直各部门都将《会计法》培训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将《会计法》的培训工作列入

中心工作，组织师资力量对省直部门举办培训班 100 多期，

培训人数达7 000余人。

省财政厅和石家庄市财政局在河北会堂联合举办了《会

计法》大型报告会；省财政厅举办了有中型企业单位负责人

参加的《会计法》培训班；承德、廊坊两市邀请财政部会计

司副司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刘玉廷对市五套班子成员进

行了《会计法》讲解。廊坊市于6 月 24 日双休日集中授课，

参加人员包括市直处级以上干部、后备干部，县（区）委书

记、县（区）长，市委、市政府科级干部，市财政局、审计

局的全体干部，市直大中型企业负责同志，共计 800 余人。

2000年，全省共培训会计人员 33.8 万人，单位负责人2.7

万人。

（三）精心组织搞大赛。成立了河北省会计知识大赛领

导小组、河北省会计知识大赛办公室和全国会计知识大赛河

北赛区专家小组。省财政厅厅长王加林任领导小组组长，副

厅长张保生任副组长。第一赛程全省共为大赛发放各种书籍

21 万余册，光盘 200 张，期刊 4 万本，省财政厅共出题库

达50 余万字。全省参赛人员达64 708人，有 12 人获一等

奖，135 人二等奖。7 月28 日下午，全省第三届会计知识大

赛决赛在河北电视台隆重举行，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领导出

席。第二赛程即“金蝶杯”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中，河

北省代表队在笔试比赛中进入前八名，并最终获得组织奖。

河北省选手房永峰在全国比赛中，以第十一名的成绩荣获优

秀选手奖。8月28 日至 10 月 26 日，省财政厅与安易软件

公司联合举办了河北省会计知识网上大赛，5 125人参加。

二、会计基础管理工作

制定了《河北省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对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中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原始凭

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工作交接、

会计档案管理和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等基本环节作出详细

规定。

印发了《关于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建账监督管理的通

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向当地财政部门办

理建账监管登记，单位使用的总账、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

日记账等账证由财政部门监管，对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私

设会计账簿、账外设账的单位，依照会计法规进行处罚。

加强了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验收工作，并积极参加有

关软件的评审，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和产生的会计资料都能符

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为提高全省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省财

政厅还组织编写了电算化培训教材，组织有关软件公司建立

了新的 W indows版本电算化考试题库，2000 年接受会计电

算化培训的会计人员达6 万余人，验收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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