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三等奖。在浙江省首届企业管理学会年会上，宁波大学

商学院郁国建撰写的《从 ER P 到 EAM 的人力资源管理》，

获优秀论文三等奖。在浙江省社科联第二届青年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评奖活动中，学会推荐的宁波大学商学院钟昌标博士

撰写的《浙江省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荣获三等

奖。同时，还推荐了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祖逊撰

写的《离任审计中的三个棘手问题》，参与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活动。三是继续办好《宁波会计》。作为

会计理论研究的宣传、交流的载体，《宁波会计》得到了全

市广大学会会员的支持。2000 年共出刊4 期，累计出刊 82

期。充分发挥了会计理论研究、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

（宁波市财政局供稿  李鹏程执笔）

安徽省会计工作

2000 年，安徽省会计工作以宣传贯彻新修订的《会计

法》为中心，在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会计基础工作管

理、会计核算制度管理、会计人员管理、会计电算化管理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宣传贯彻《会计法》

（一）组织领导有力。一是 6 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贯彻

实施《会计法》电视电话会议。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张平出席会议，并就贯彻实施《会计法》作出明确部署。二

是成立了以省财政厅厅长朱玉明为组长的全省宣传贯彻《会

计法》领导小组，各地也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从组织上保

证宣传贯彻工作的落实。三是安徽省各地市的领导也积极参

加宣传《会计法》活动，如合肥、滁州等市的党政领导带头

宣讲《会计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二）宣传形式多样。一是在5～7 月，省财政厅与《安

徽日报》社联合举办学习新《会计法》征文活动，共收到稿

件50 余篇，刊登文章20篇。二是在6～11 月，省财政厅在

《安徽财会》杂志上开辟专栏，发表贯彻实施《会计法》评

论员文章，举办6期约2 万字的新《会计法》知识讲座。三

是省财政厅召集省内知名会计专家、教授、学者举行学习

《会计法》座谈会。四是在7 月，省财政厅、合肥市政府邀

请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冯淑萍在合肥安徽剧院举行《会计法》

专题报告。安徽省、合肥市党政领导，省、市财政部门干

部，大中型企业单位负责人近2 000人参加了报告会。五是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刊物等宣传媒介，

通过召开座谈会、报告会、知识讲座、宣传标语、公益广

告、组织宣传月（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宣传《会计

法》。
（三）深入开展培训。根据《会计法》实施涉及面广的

特点，省财政厅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突出不同的培训重

点。一是在 2 月和3 月，举办 2 期面向全省财政系统干部的

《会计法》师资培训班，培训财政系统《会计法》师资人员

近300 人。培训重点为依法建账、规范会计程序、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的法律规定及财政部门监管会计工作的责任。二是

在3 月，举办1 期面向省直单位的《会计法》培训班，培训

省直单位会计人员 100 余人。培训重点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

督的各项法律规定。三是在 4 月，与省委组织部联合举办国

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会计法》培训班，培训厂长、经

理近60 余人。培训重点为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会计工作和

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所担负的责任。四是把学习《会计

法》作为2000 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要

求全省会计人员都必须学习《会计法》。2000 年，全省直接

或联合举办《会计法》培训班1 000多期，培训会计人员 15

万余人次，培训单位负责人7 400余人次。

（四）组织会计知识大赛。根据财政部统一部署，省财

政厅、省会计学会联合组织了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安徽

赛区的比赛。比赛分两个赛程，第一赛程，全省共有19 300

人报名参加，试卷回收率达 80 % ；第二赛程，经过层层选

拔，全省共有18 支代表队参加，经过笔试，其中 6 支代表

队进入了 8月 31 日在安徽电视台举行的安徽赛区决赛。安

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平观看了决赛，并接受了记者采

访。决赛实况录像由安徽电视台在安徽卫视上进行播出。在

决赛基础上，安徽省从安庆、铜陵、六安、滁州代表队选拔

4 人组成安徽省代表队，参加全国比赛。经过紧张角逐，安

徽省代表队荣获团体三等奖，另外还获得特别组织奖和个人

第二名的好成绩。

二、会计委派制度试点

（一）及时转发文件。10 月，省财政厅、省监察厅联合

转发了财政部、监察部《关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的意

见》，并在转发文件中，进一步要求各地要提高认识、转变

观念、加强领导、搞好协调、积极试点、加强调研。同时，

省财政厅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出简报、编专辑等形

式，对各地的试点经验、试点作法进行专门介绍，充分发挥

典型示范和引导作用。全年共刊登试点信息 10 余篇，编印

会计委派制专辑一期。

（二）积极进行试点。安徽省各级财政、监察部门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

调动试点单位的积极性。根据单位性质、类型的不同，积极

探索会计委派试点形式，形成了对行政事业单位委派会计机

构负责人、委派会计或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对企业委派财务

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委派会计或在集团内部开展委派；

对乡村则主要是实行零户统管和村账镇管等基本模式。到

2000 年底，全省共有12 个市地、28个县（市、区）实行了

会计 委派试点，共委派会计人员 1 472 人，试点 单 位

1 257 户。

（三）组织调查研究。为了解和掌握试点工作开展情况，

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推动试点工作深入进行，省财

政厅于 9 月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了会计委派制度试点情况的

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各地试点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具体情

况和典型事例等。调研方式包括填写调查表、问卷调查、实

地走访委派单位等。调研活动共收到调查报告 20 余篇，收

到问卷 200 余份。省财政厅也组织专门人员深入试点单位进

行实地调研，整理出有价值的调研报告，被选为全国会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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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制试点情况座谈会交流材料。

三、会计基础工作管理

（一）规范验收工作。2000 年，安徽省各级财政部门严

格按照《安徽省会计基础工作考核标准和评分原则》、《安徽

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实施办法》、《安徽省财政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的意见》等规定，定期组织考

核、确认发证工作，实现会计基础工作管理的制度化、经常

化，保证规范化验收工作的规范运作。2000 年，全省共考

核确认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单位1 378户，其中省财政厅考核

确认省直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单位 89 户。

（二）验收重点突出。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验收

中，安徽省各级财政部门结合新《会计法》的实施，不仅重

点检查验收各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情况、会计信息质量情

况，而且突出了对单位会计人员参加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知识

培训情况、单位负责人了解会计法规制度情况进行了考核，

尤其是对新修订《会计法》理解和掌握情况，有力地促进了

新《会计法》在单位的实施。

四、会计核算制度管理

一是省财政厅及时转发并认真学习了《企业财务会计报

告条例》、《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及执行具体会计准

则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等 10 多项准

则、制度。二是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组织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培训，开展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

“会计制度（准则）联系点”制度，及时了解新准则、新制

度的执行情况，从中发现问题，研究提出解决方案。三是省

财政厅及时组织专门力量，对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制

度》、《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等征求意见稿，进行座谈讨

论，征求意见，并整理出书面材料，按时上报财政部。

五、会计人员管理

（一）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2000 年度，安徽省

各级考试管理机构继续严格按照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

纪律，确保考试工作万无一失的要求，圆满完成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工作，并再次荣获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组

织工作一等奖。2000 年度安徽省初级报名30 484人，实考

16 375人，合格4 367人，合格率 26.7% ；中级报名16 245

人，实考8 672人，合格1 968人，合格率22.7% ；综合合格

率25.3% 。

（二）开展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12 月，安徽省会计专

业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召开答辩会、评审会。答辩会对

破格申报高级会计师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理论进行了答

辩，30 名破格申报人员中有 24 人通过了答辩，准予提交评

审委员会评审。评审委员会对 68 份评审材料进行了评审，

经省评审委员会评委投票表决和省人事厅确认，2000 年度，

全省共有 62 人取得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

（三）举办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活动。10 月，省财政

厅举办全省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聘请有关专家学

者就新《会计法》、W TO 与会计以及当前我国会计改革与发

展的一些前沿问题作专题讲座。全省共有 170 名高级会计人

员参加了培训，有 160 多人通过考试，取得了高级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书。

（四）开展会计人员调查统计工作。根据财政部统一部

署，省财政厅组织开展了全省会计人员调查统计工作。为保

证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省财政厅在《安徽日报》上连续两

次刊登了《关于开展全省会计人员调查统计的通告》，并专

门撰写了《全省会计人员调查统计问答》。同时，还召开专

门会议进行周密部署，制定严格的保障措施。经过全省各级

财政部门和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安徽省圆满完成了调查

统计结果的录入、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到1999 年 12 月

31 日调查统计时点日，安徽省共有会计人员221 765人，其

中持有会计证人员174 430人。持有会计证人员的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学历构成情况如下：取得高级资格的占 1% ，取

得中级资格的占 10 % ，取得初级资格的占 36 % ，无资格的

占53% 。其中：本科学历的占 5% ，大专学历的占 37% ，

中专学历的占 35% ，高中学历的占 18% ，初中及以下学历

的占5%。

六、会计电算化管理

（一）开展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2000 年，安徽省全面

改革了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的内容，以 W indows 平台为基

础的计算机知识和会计软件应用知识，全面替代以 D OS 平

台为基础的培训知识。加大了 W indow s 版无纸化考试软件

试点的力度，全省 17 个城市中有 9 个地市已全面使用新版

考试软件。2000 年，全省累计培训会计电算化合格人员

21 700人。

（二）改革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审批工作。省财政厅采

取简化财政部门审批手续，由具备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审计和财政部门验收确认相结合的审批办法，并本着

“成熟一家、审核一家”的审批原则。2000 年，全省共有

150 家单位实现了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

（三）规范软件市场管理。严格按照《安徽省会计软件

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建立会计软件销售备案登记制度。对

在安徽省境内销售的商品化软件，要求商品化软件销售商要

搞好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坚持公开、公平、合理的竞争

原则，保证安徽省会计软件市场的规范有序。对各软件销售

商的工作开展情况，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定期进行检查并

公布。

七、会计学会和珠算协会工作

（一）会计学会。2000 年，安徽省会计学会积极开展学

术研讨和科研活动，为全省会计改革和发展服务。一是在 5

月份，参加了东南地区会计学会第十五次学术交流会，并就

“会计准则供求关系的经济分析”、“电子商务时代与会计信

息化”、“中小企业经营优势及其成本管理战略”等课题，结

合工作实际，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二是积极配合各级财政部

门做好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安徽赛区的比赛工作。三是本着

“精心办好刊物，促进会计管理”的宗旨，继续办好安徽省

会计学会会刊《安徽会计管理》。全年出版刊物 6 期，发稿

100 余篇，共计40 多万字。

（二）珠算协会。2000 年，安徽省珠算协会积极弘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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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传统文化，发展珠算事业。一是组织全省小学生珠算式心

算邀请赛，全省共有9 个市 10 支代表队 40 名小选手参加了

比赛。到2000 年底，全省参加珠算式心算学习的已达1.61

万人。二是在5 月，组织全省3.1 万人参加了 2000 海峡两

岸珠算通信比赛。11 月，在合肥举办了全省第二届职工珠

算技术比赛，共有9 支代表队 36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三是

坚持开展珠算技术等级鉴定，全省共鉴定 4.3 万人次。四是

积极向中国珠算协会会刊、省会计学会会刊等推荐发表近

10 篇有关文章，编印《安徽珠算简报》10 期共2 000余份。

（安徽省财政厅供稿  戴儒鸣执笔）

福建省会计工作

2000 年，福建省会计工作以《会计法》宣传、培训工

作为中心，积极推进会计人员委派制度试点工作，抓好会计

人员管理，普及会计电算化，加强会计学会和珠算协会建

设，促进会计工作全面发展。

一、加强《会计法》的宣传、培训，开展会计

信息质量抽查工作

（一）加强《会计法》的宣传、培训工作。

1.认真宣传《会计法》。《会计法》公布之后，立即在

全省开展了《会计法》宣传周活动，利用报刊、广播、电视

等新闻媒体，大力宣讲《会计法》。为了加大《会计法》的

宣传力度，配合财政部组织的以宣传《会计法》为主要内容

的“金蝶杯”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组织全省 52 497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第一赛程的应试，并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

“华兴杯”第三届会计知识竞赛，共组织了12 个代表队，其

中 6 个队进入决赛。

2.组织单位负责人《会计法》培训。《会计法》要求单

位负责人应该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负责。因此，单位负责人正确理解和掌握《会计法》的

基本内容，对于保证《会计法》在本单位的贯彻实施至关重

要，为此，在全省范围内通过邀请会计专家、教授讲课等形

式，对 1 万多个单位的单位负责人进行培训，收到良好

效果。

3 .把《会计法》培训作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

容。为了保证广大会计人员全面学习和掌握《会计法》的基

本内容，福建省把《会计法》培训作为 2000 年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主要内容，共有15 万以上的会计人员接受了培训。

4.加强对《会计法》培训的管理，保证培训质量。通

过专家、教授讲课形式，组织好《会计法》的师资培训，严

格审查培训点，加强对《会计法》培训工作的检查、监督和

验收，确保培训质量。

（二）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

开展 2000 年会计信息抽查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会计法》，规范企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

审计行为，省财政厅于 2000 年 10～12 月统一组织对全省

60 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此次抽查对象包括国有

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相应的社会审

计机构。主要检查 1999 年度会计信息及执业质量，对重大

违法违纪问题可追溯到以前年度。同时，对 2000 年 7 月 1

日以来新《会计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的重点内

容：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

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会计核算是否符合

《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

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格等。对会计师事务所抽查的重点内容

主要包括：承办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备审计国有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资格；是否按规定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

序；审计工作底稿是否完整、合规；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否客

观、公正、真实，是否按规定披露了企业的相关财务问题

等。

二、积极稳妥地开展会计人员委派制试点

实行会计委派制是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强

化政府监督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之一。根据中央的部署和

要求，福建省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开展了试行会计委派制工

作，主要做法是从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入手，由政府部门

或产权单位作为所有者，向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委

派会计人员，受委派人员代表委派部门监督被委派单位的会

计行为和经济活动，并在业务上受委派单位领导，通过会计

核算参与其内部管理。到2000 年底，全省已有5 个地级市，

12 个县进行会计委派试点工作，共建立委派机构 15 个，委

派会计人员 386 人。会计委派试点形式有：对行政事业单位

直接委派会计人员；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集中核算制度；向

国有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或会计人员。

三、抓好会计人员管理，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

素质

（一）抓好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根据《会计法》和

《福建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有关精神，组织了

以《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新颁发的具体会计准

则为主要培训内容的各种继续教育培训，全省共有 15 万人

参加了培训（其中中直、省直单位 3 万人以上）。通过组织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对会计人员知识更新和业务素质的

提高，对增强会计人员参与经营管理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组织会计从业资格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确

保考试顺利进行，并及时办理有关证书。①根据财政部下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精神，草拟了《福建省会计

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并上报财政部审批，拟于200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实施办法》出台，为福建省会计从

业资格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法规保障。②开展第二次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年检，有 15 万以上会计人员通过年检。③组织

2000 年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考试，全省报名人数9 906名，参

考人数6 990名，参考率70.56% ，合格率46.28% 。④组织

全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省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报

名人数5 683名，参考人数3 083名，参考率 54.25% ，取得

合格证书的人数1 102名，参考合格率35.74% ；全省初级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报名人数26 964名，参考人数14 360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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