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乡镇级共 10 个试点单位进行试点，进展比较顺利。试点

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成立专门的集中支付机构，统一

各单位的银行账户，统一管理单位财务，有的地方还实行了

乡镇财政的“零户统管”。没有列入试点的县，也采取不同

办法，试行集中支付。二是财政统一发放工资取得新的进

展。省直行政单位（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全部实行工资发

放银行化，并在18 个科研单位以及 7 个大专院校进行试点。

全省11个市中，已有 10 个市本级和73 个县（市、区）实

行了这一办法。三是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省

本级和 9 个设区市先后出台了政府采购办法或实施政府采购

意见，省级已经开始编制 2001 年省本级政府采购预算。

2000 年，全省完成政府采购总额5.17 亿元，省本级完成了

1.34亿元。

（河北省财政厅供稿  许亚琴  张学军执笔）

山西省会计工作

2000 年，山西省会计工作以宣传贯彻《会计法》和

《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会计法制、会

计基础工作和会计队伍三项建设，完成了宣传、检查、竞

赛、普查四大任务，推进了会计委派、账簿监管两项工程，

开展了继续教育、达标升级、会计例会、电算化、从业资

格、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高级会计师评审等七项常规工

作及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一、完成了“四大”任务

（一）大力宣传普及《会计法》。为迎接《会计法》的实

施，省人大将宣传普及与检查落实《会计法》和《山西省会

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确定上半年普法宣传，下半年检查落实，明确以省人大牵

头，以财政部门为主，各有关部门参加，全年开展普法活

动。

1 .注重媒体，广泛宣传。省财政厅从 3 月份起，组织

了系列专辑稿件，在省报和《山西会计管理信息》上刊载，

系统介绍了“一法一例”的内容；通过山西电视台，在《会

计法》正式实施期间，反复播放了宣传“一法一例”的标语

口号。各地市也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长治市财政局与

《长治日报》社联合开辟了“会计园地”专栏，开设了“一

法一例”专家讲座，为关心会计事业的人士提供了窗口。中

央电视台就宣传《会计法》情况，对财政厅原崇信厅长和芦

振基总会计师进行采访。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省人大财

经委专门下发了《关于举行 <会计法> 宣传日活动的通知》，

规定 7 月 1 日为《会计法》宣传日，许多地市县也确定了宣

传月、宣传周。阳泉市财政局与电视台于 6 月 26 日联合举

办了《会计法》宣传大型广场文艺晚会，省、市领导与广大

市民共3 万余人观看了演出。7 月 1 日，全省各地都举行了

宣传庆祝活动。

2.办班培训，扎实普及。全省各级举办了多种形式的

培训班，有针对性地讲解“一法一例”，使单位领导和会计

专业人员深入了解会计法律法规。3 月 17 日，省财政厅举

办了200多人参加的全省会计法规知识师资培训班。4 月 27

日，运城地区会计局对参加培训的 129 名会计人员进行了闭

卷考试，并对成绩突出的给予了奖励。各地市纷纷与法制

局、经贸委和党校联系，把《会计法》作为各级党政领导、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学习培训的主要内容。为配合中央电视

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的《会计法》讲座，5 月上旬，

省财政厅下发了文件，制作了海报，号召全省各级领导和会

计人员收听收看，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做好组织工作。全省

有60 % 多的领导干部和会计人员收看收听了该节目。到 12

月底，全省共有20 000多名单位负责人和128 587名会计人

员参加了“一法一例”培训。

（二）对“一法一例”进行执法大检查。山西省从 7 月

1 日开始，按照省人大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一法一例”执法大检查。为了切实搞好这项工作，成立了

由省人大副主任彭致圭担任组长，政府财政、审计、税务等

部门领导参加的执法检查领导组，各地市县也成立了相应领

导组，加强了对这次执法检查的组织领导。为了使此次检查

规范有序，重点突出，省财政厅制发了《关于 <会计法> 和

<山西省会计管理条例> 执法检查方案的通知》，对检查的内

容、范围、方法步骤和政策依据等做了具体安排。整个检查

工作分为单位自查、重点检查、巡查验收和后期处理四个阶

段。在普遍自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从 10 月份开始。各级

都组织了检查力量，召开了动员大会。省财政厅与省人大财

经委共同组织召开了省直系统的执法检查动员会，省直各有

关部门负责人、财务处长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彭致圭副主

任、原崇信厅长等领导作了动员讲话。为保证检查的质量，

财政厅及时下发了《关于做好“一法一例”执法检查中发现

问题处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防走过场，严格按程序处理

问题。在全省各级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了这次执法检

查。全省共抽调检查人员2 946名，对29 115个单位进行了

检查，检查涉及的会计人员达82 989名，共查出各种违纪金

额2 879万元，其中应上交财政1 664万元，已收缴入库 870

万元。有 816 户补办了账簿监管手续。对查出的 7 例涉及贪

污、挪用公款等触犯刑律的违法犯罪分子，分别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法律责任。通过检查，初步达到“摸清基本情况、遏

制三假（假账、假数字、假报表）势头、严查违纪行为、挽

回流失收入、增强法制意识、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

（三）组织参加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山西省成立了大赛

领导组，财政厅厅长原崇信担任组长。各地市县相应成立了

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大赛工作的领导。根据山西省的实际情

况，财政厅还及时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

赛的通知》，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对大赛工作的组织领导、

竞赛内容、竞赛方式、时间安排、奖励办法等做了具体

规定。

大赛分预赛、决赛两个赛程进行。预赛阶段，全省共发

放复习资料 8 万余套，答题卡16 万套。全省各单位负责人、

会计人员、财会教学科研人员、学生及相关人员 12 万余人

参加了第一赛程的竞赛，省财政厅全体党组成员参加了答

题。第一赛程产生了 500 名个人一等奖和1 000名个人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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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为选拔出优秀选手，参加好第二赛程的比赛，全省 13

个赛区先后组织了186 场次比赛，参赛人员达2万多人。经

层层选拔，产生了 14 支代表队进入第二赛程的决赛。9 月

1～4 日，在省电视台举行决赛。在 10 月 19～22 日全国大

赛的决赛中，山西省代表队获得了华北地区第一名，参演节

目也获得了好评。此次大赛参赛人数和规模都超过了第一

届，省劳动竞赛委员会、团省委、财政厅对大赛中表现突出

的 23 人进行了表彰。

（四）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大普查。根据财政部的统一

安排，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全省会计人员调查统计工

作的通知》，成立了由总会计师芦振基挂帅的会计人员调查

统计和建库工作领导组，安排了专项经费，在全省范围内进

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各地市县也相应成立了领导机构，

并按照省财政厅的要求，在经费和人员抽调上给予了保证。

全省逐级举办培训班，对基础信息表和信息卡填涂进行专门

培训，并责成专人督促工作进度，随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为了保证普查面，山西省还通过报刊、电视台等新闻媒

介进行宣传。同时，与省教委、省直机关会计学会、省注册

会计师协会、省工商管理局、省工商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取

得联系，争取有效的配合和支持。为加快普查进度，保证普

查质量，山西省采取了手工表与机读卡同步填涂，以光电阅

读器录入的方式进行统计并建库。从普查结果看，全省共有

会计人员186 935 人，其中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有

168 150人，占普查总数的89.95% 。通过普查，了解和掌握

了全省会计队伍的现状，建立了会计人员信息库，为今后提

高会计管理工作质量，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实现会计人员动

态管理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二、推进了“两项”工程

（一）继续推行会计委派制度。山西省财政厅把会计委

派作为 2000 年财政改革的六项重要内容之一，年初即制定

了工作目标，要求各级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小型国有

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因地制宜，全面推行会计委派制；在集

体企业、乡镇企业中试行代理记账制。3 月份，财政厅向省

政府上报了《山西省会计委派制工作方案》。为稳妥慎重做

好这项工作，山西省组织力量对外省市和省内此项工作开展

较早和较好的县市进行了实地考察。4 月，由省财政厅纪检

组长张庆华带队，组织财政厅会计、预算、文教等处室和省

纪委的干部到陕西省进行考察。7 月，省财政厅和省纪检委

联合考察了吕梁地区的会计委派工作。10 月，省财政厅对

省内已经成立了会计核算中心的一市三县进行调研考察。11

月，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薛军带队，组成由省政府、纪检

委、编办、人事、财政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的考察团到陕

西省实地考察，学习借鉴成立会计核算中心的作法。在一系

列考察调研的基础上，11 月，财政厅向省政府递呈了《关

于全面推进会计委派制试行工作的意见》和《山西省省直单

位集中会计核算实施方案》，建议省政府成立全省会计委派

领导组，成立省级会计核算中心，各地可根据实际，选择适

当的委派形式。到 2000 年底，山西省已有 91 个县（市、

区）和 7 个地市本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试点工作，共向

6 552个单位委派了8 158名会计人员。大同市、太原晋源

区、临县、怀仁县、长治郊区、临汾市尧都区相继成立了会

计核算中心。静乐县在乡镇成立了会计管理站，实行了零户

统管制度。《中国财经报》、《财务与会计》和《山西日报》、

《山西晚报》等报刊报道了山西省的会计委派工作，财政厅

还向中纪委和财政部进行了专题汇报。

（二）继续推进账簿监管。根据《山西省会计账簿监管

办法》，山西省从 1999 年起对总分类账、银行存款日记账、

现金日记账三种账簿实行监管制度。年初，省财政厅发现一

些账簿定点销售单位仍在销售未经财政部门监制的三种账

簿，立即与省审计、工商、国税、地税等部门联合发出《关

于严禁销售未经财政部门监制的三种会计账簿的通知》，重

申有关法规规定，并对违反规定的销售单位进行了查处。为

了使账簿监管工作在农村得以推行，财政厅制发了《关于对

农村会计账簿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应该按照《山西省会计账簿监管办法》的要求实行账簿监

管，对不按规定办理账簿监管的单位，要按规定进行处罚，

同时对农村账簿监管工作的权限予以明确。针对“一法一

例”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计账

簿监管工作的通知》，重申了账簿监管的重要性。各地市县

采取多种形式，结合开展的“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加大了

监管力度。临汾市对 9 家账簿定点销售单位进行了突击检

查，当场查封 7 家经销的非法账簿1 000多册，规范了账簿

销售市场；孝义市借工商年检之机，争取工商部门的支持和

配合，促进了账簿监管工作的落实，使监管面达到了 95 % 。

由于措施得力，到2000 年底，全省已有 8 万余个单位办理

了账簿监管手续。

三、开展了“七项”常规工作

（一）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省财政厅在年初下发了《山

西省2000 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安排意见》，在普及“一法一

例”的基础上，侧重对会计专业人员进行新准则新制度的学

习培训。培训以办班的方式为主，同时分期分批对高、中、

初级会计人员进行培训。省会计学会分别在太原等地举办了

5 期高级会计师培训班，共培训高级会计师 800 余名。各地

市县于3 月 11 日开始，对各乡镇农经员和各行政村主管会

计，开展了为期7 天的培训。2000 年，全省共对88 099名会

计人员进行了继续教育培训。

（二）会计基础工作达标升级。省直机关于 2 月 2 日召

开了会计工作达标升级动员会，财政厅纪检组长张庆华主持

了会议，省直各单位分管财会工作的领导、财务处长和考评

人员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近100 个省直机关和部门

进行了分类编组，组成 19 个互查互评联组。会议之后，各

联组开展了互查、互助、互促、互评活动。各地市同样采取

措施，收效良好。2000 年，省直各单位累计达标升级 740

户，全省累计7 304户。

（三）会计例会制度。会计例会制度是山西省会计管理

工作的一种新形式。省财政厅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各地市

县根据实情确定例会的时间与内容。临汾地区把会计例会制

度纳入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中，规定每季度召开一次全区性

会计例会，对当季的会计工作进行总结。正是坚持了会计例

会制度，使会计管理工作和财政其他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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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倍、相得益彰的效果。

（四）会计电算化。2000 年山西省会计电算化初级知识

共培训34 820人次，中级共培训行业、单位业务骨干 386

人；全省共有 63 个单位经验收合格，实现了电算化。到

2000 年底，山西省完成了会计电算化“九五”规划的各项

任务：①初步形成了会计电算化制度体系，指导和规范了电

算化的健康发展；②电算化知识培训取得了明显进展，初级

知识培训190 926人次，约占城镇会计人员总数的 90 % ，中

级知识培训，举办了业务骨干培训班 8 期，累计培训1 000

余人；③人机系统的转换开始起步，有481 个单位实现了计

算机替代手工核算；④会计电算化软件评审，促进了民族软

件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会计从业资格管理。2000 年修改制定了《山西省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管理办法》、《山西省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考务规则》、《山西省会计从业资格培训考试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在报名条件、教材征订、考前培训、考场

设置和监考、阅卷、成绩上报、审批通过、发放证件等各个

环节都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全省共有10 113人参加会计人员

从业资格考试，6 791人合格，合格率为67.2 % 。

（六）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山西省于5 月 11 日召开

考务工作会议，强调了考风考纪，部署了考务工作。芦振基

总会计师代表省财政厅与各地市财政局签订了责任书，明确

规定包点领导对本考点的考试工作承担职责。在继续实行随

机监考、对监考人员无规律轮换的基础上，又实行了场外监

考组长负责制，发现监考人员有违纪问题及时向主考汇报，

严肃处理。继续组织责任心强、专业素质高、组织纪律性

好、作风正派的大学老师和学生共同阅卷。整个考务工作安

排周密，措施落实，考纪良好，被财政部评为 2000 年度全

国会计资格考务工作第一名。2000 年度山西省共有26 291人

报名参考，实际参考19 713人，考试合格4 244人，合格率

为21.53%。

（七）高级会计师评审。山西省调整修订了 2000 年高级

会计师评审条件，按照政务公开原则，将报名时间、地点、

条件、评审程序等在《山西日报》、《山西会计管理信息》上

公布。当年申报高级会计师的有 216 名，经过材料初审、专

家组审查、打分、培训、答辩、高评委员投票表决等程序，

最后经省人事厅审批，有 125 人批准通过。到 2000 年底，

山西省累计有2 220名会计人员获得了高级会计师技术资格。

四、加强会计理论研究

省会计学会 7 月召开了第五次山西财会改革与发展论坛

会，主题研讨了关于单位会计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20

余位专家、教授参会，收到论文 10 篇；8 月承办召开了

“三北”地区第 18 次会计学会协作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和调

查报告 61 篇；会计优秀论文评选，全年共收到申报论文

119 篇，评出一等奖1 篇，二等奖9 篇，三等奖15 篇，优秀

奖21 篇。此外，省财政厅对近年来各行业成绩突出的 181

名优秀会计工作者和会计人员进行了表彰，其中同时受到省

劳动竞赛委员会记功表彰 80 人：一等功 10 人，二等功 30

人，三等功 40 人；省妇联表彰15 人；团省委表彰12 人。

（山西省财政厅供稿  武 涛  任子凯执笔）

内蒙古自治区会计工作

2000 年，内蒙古自治区会计管理工作以宣传、学习、

贯彻《会计法》为重点，继续深化会计改革，进一步规范会

计工作秩序，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积极开展会计委派

制试点，强化会计人员管理，推动会计电算化发展。全区会

计管理和会计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大规模地宣传、学习、贯彻《会计法》

（一）精心组织《会计法》宣传活动。按照财政部的统

一部署，全区各级财政部门高度重视《会计法》的宣传工

作，采取多种形式和丰富多采的活动进行了《会计法》的宣

传。2000 年，全区各级财政部门利用电视台进行《会计法》

宣传383 次，电视系列讲座 141 次，领导电视讲话 122 次

利，用电台进行《会计法》宣传333 次，电台系列讲座 120

次，领导广播讲话 35 次，利用报刊杂志进行《会计法》宣

传104 次，报纸（期刊）发表文章 116 篇，街头宣传 170

次，设咨询点 166 个，制作宣传版 561 个，制作墙报 362

期，制作宣传条幅2 104幅，出动宣传车 251 辆，155 车次，

印制发放《会计法》单行本63 674册，印制发放《会计法》

宣传材料193 783份，编制《会计法》简报 163 期，组织

42 204人收听收看中央电视台、电台《会计法》系列讲座。

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各级财政部门的主要

领导都以不同的方式参加了《会计法》的宣传活动。6 月 30

日和7 月 1 日，全区《会计法》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自治

区财政厅和各盟（市）、旗（县）财政局以不同形式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会计法》街头宣传咨询活动。自治区政府主

席、自治区人大主任、各盟（市）人大主任、盟（市）长、

旗（县）人大主任和旗（县）长都亲临现场带头宣传《会计

法》，数万名财会人员、大中专院校学生以及各界群众参加

了《会计法》宣传、咨询活动。全区为宣传、培训、贯彻新

《会计法》投入资金255.7 万元。

（二）大力开展《会计法》学习、培训工作。为给《会

计法》的贯彻实施打好基础，自治区财政厅发文要求所有会

计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必须参加《会计法》培训，还制定了

《会计法》培训“五统一原则”，即：统一培训规划，统一培

训内容，统一培训时间，统一考核标准，统一颁发合格证。

为使全区《会计法》学习、培训取得实效，自治区财政厅还

做了以下工作：①举办全区县级以上财政系统《会计法》师

资培训班，有 200 余人参加了培训；②组织自治区直属单位

负责人《会计法》培训班，自治区人大、政府的有关领导、

各部门的厅局长、企业公司经理等近千人参加了培训；③组

建了自治区财政厅《会计法》讲师团，先后分赴自治区大型

企业和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宣讲《会计法》，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到2000 年底，全区有14 070名单位负责人和84 228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会计法》的学习、培训。

（三）组织“用友杯”内蒙古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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