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进行了普查。首先，对全市的会计人员信息库进行了清

理和完善，补充相关信息。其次，对尚缺的信息布置进行重

新调查、整理、汇总。通过普查，取得了全市会计人员基本

信息，基本完成了普查任务。到2000 年底，持有会计证的

会计人员共103 968人，其中，男性32 927人，女性71 041

人。2000 年颁发了从事会计工作30 年荣誉证书3 736个，给

予为会计事业默默奉献的老会计工作者精神奖励。

三、积极开展会计培训

（一）组织了3 期师资培训，分别是会计上岗师资培训、

电算化师资培训、继续教育师资培训，共培训400 多人，为

提高培训质量，开展全市会计专业培训打下了基础。

（二）组织全市 2 次会计上岗培训及考试，参加考试

16 896人，通过15 734人，保证了从业人员的质量。

（三）除安排学习《会计法》外，还组织专家编写了企

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教材》，将2000

年发布的会计准则纳入培训计划。组织在职会计人员继续教

育培训，共培训12.6 万人次，完成了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

在开展各种培训的同时，为了严把培训质量关，市财政

局对各培训单位进行了清理整顿，重新考核了各培训点的资

质，对经过清理整顿合格的 36 个培训点进行授牌，对 193

名师资进行了培训并颁发了合格证，要求老师必须持证

上岗。

四、会计人员管理工作

（一）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和2001 年度报名工作由市财政局与市人事局共同

完成。市财政局积极参与了报名资格审查、考试工作组织和

监督改卷等工作，保证了全市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保质

保量完成，获得了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三等

奖。2000 年的考试报名情况是：报名19 476人，参考10 712

人，合格3 633人，合格率 34% 。其中，报名人数，中级

5 270人，初级14 206人；参考人数，中级2 738人，初级

7 974人；合格人数，中级 775 人，初级2 858人；合格率，

中级28% ，初级36% 。同时，通过积极争取，经市长同意，

将市会计考试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从 2001 年起将考试组

织工作移交财政部门办理。

（二）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2000 年重新组建了会计高

级评委会，充实了部分年轻评委。根据全市会计高级人才奇

缺的现状，通过调查，草拟了全市高级会计师职称放宽条件

破格评审办法，解决了部分确有真才实学的一线会计人员因

“门坎高”而没有送审资格的问题。此外，还利用各种机会

对广大会计人员进行政策宣传。因此，全市共收到251 人的

高级职称申报材料，评审通过了 157 人，深得会计人员的

赞许。

（三）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重庆市从1998 年开始进行

会计委派制试点以来，按照积极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进行

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探索。到2000 年底，全市有21 个区县

（自治县、市）进行了会计委派制试点，占全市 40 个区县

（自治县、市）的 52%。全市已对 79 个行政企事业单位委

派了99 名会计主管及会计人员，并对272 个乡镇的1 723个

单位进行了会计集中核算（零户统管）。全市市级单位也开

始了试点工作。为了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经批准成立了

会计委派管理中心，已经进行试点的区（市）县也设立了会

计委派管理机构。经研究，市级确定了 2 个事业单位、4 个

重点项目进行委派会计监督员和财务总监的试点，进一步探

索会计委派的新路子。

五、会计学会及中华会计函校的管理工作

（一）中华函校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第一”的办学方

针，在克服种种困难基础上，不断发展，分校覆盖了全市，

建站率达100% ，有办学人员 160 名。函校坚持“学历教育

与在职教育并重”的原则，向综合性基地发展。2000 年完

成中专招生 107 人，大专证书班招生1 060人，专业证书起

点班招生1 760人，基本完成了招生计划。同时，在各级财

政局的支持下，组织了在校学生的预备会计证考试，共

4 600余人参加了考试，通过了4 352人。同时，各区县分校

协助当地财政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继续教育培训，圆满完成

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任务。南岸区分校、涪陵区分校被中华

会计函校总校评为先进分校。

（二）重庆市会计学会紧密围绕财政部门工作重点，积

极完成交办工作，在组织会计人员培训管理、教材发行、第

二届全国知识大赛和重庆市“用友杯”会计法规知识大赛、

《会计法》电视讲座等方面，做了一些服务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绩。为了活跃学会学术气氛，经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会

决定，对10 个会计学术科研课题进行资助立项。除给予各

项目一定经费资助外，对质量好的项目进行奖励，调动了会

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

（重庆市财政局供稿  陈立宏执笔）

贵州省会计工作

2000 年，贵州省会计工作紧紧围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宗旨，以宣传、贯彻实施《会计法》，推行会计委派制试点

为重心，大力加强会计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财经和会

计秩序，努力推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会计电算化，加强

会计日常工作管理与监督，不断开创全省会计工作的新局

面。

一、深入贯彻实施《会计法》，加强会计法规

制度建设

（一）精心组织学习培训《会计法》。为搞好《会计法》

的学习培训，省财政厅对该项工作由点到面进行了精心组织

和安排。及时组织各地区财政局和省级各主管部门财务负责

人共120 多人进行了师资培训，并印发了全国人大、财政部

有关领导关于实施《会计法》的讲话。贵州省财政厅机关职

工集中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会计法》讲座，要求全省财政

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积极探讨宣传、实施《会计法》的有效

方法和途径。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 <会计法> 培训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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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文件精神，各地区、省级主管部门分别对各自所属区

域内的财会人员和单位负责人进行了《会计法》学习培训，

并将学习培训与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会计人员后续教

育培训结合起来，作为 2000 年会计管理工作的重点来抓。

为满足社会广大会计工作者学习《会计法》的需要，组织了

有关《会计法》单行本、《会计法讲座》、《单位负责人会计

法必读》等资料及光碟的征订发行，并协助省建设厅、省烟

草公司、省地方税务局等省级有关部门开展各系统内的《会

计法》培训工作。据统计，全省参加《会计法》培训的单位

负责人达7 776人，培训会计人员71 812人。

（二）不拘一格，多形式、多渠道宣传《会计法》。为进

一步宣传《会计法》，扩大《会计法》的影响，保证《会计

法》的顺利实施，将6 月份作为全省《会计法》宣传月，并

统一印制了有关的宣传资料和统一宣传标语，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7 月 1 日在省内各

市、县区繁华地段设点进行宣传、咨询、赠书、散发宣传资

料等活动，省人大副主任刘思培、省政府副省长顾庆金等领

导亲自到场赠发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宣传《会计法》。在

《会计法》宣传月期间，副省长顾庆金发表了电视讲话。各

地区、各部门纷纷通过报社、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介，以及

撰写简报、开设有奖征文、出板报、墙报、举行游艺活动、

召开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进行《会计法》宣传，为《会计法》

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三）组织贵州省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省级各主管部门以及中央在贵州单位对这次大赛高度

重视，贵州省财政厅成立了贵州省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组织

委员会。各地区、省级有关主管部门也成立相应的机构，负

责组织本地区、本部门的参赛与竞赛工作。第一赛程全省共

有2 万多人参加，有 14 人获得一等奖；第二赛程经过选拔

赛、预赛、决赛三个阶段，从参加大赛的 20 个代表队中决

出一、二、三等奖6 个和组织奖 14 个。贵州电视台播放了

决赛的全过程，副省长顾庆金、省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等

有关单位的领导亲临大赛现场指导，并向获奖者颁发奖品。

（四）做好会计法规制度管理，加强会计法规制度建设。

认真做好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宣传、解释和贯彻实施工

作，指导、督促单位和企业严格执行有关会计制度、会计准

则和核算办法。为了更好地促使单位和企业执行会计制度和

有关规定，及时转发了财政部《关于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

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试行）的通知》、《关于印

发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补充规定问题解

答> 的通知》以及《关于印发 <转制科研机构新旧会计制度

衔接有关调账问题处理规定> 的通知》等制度和规定，并赴

有关单位调研，了解和掌握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

二、大力推行会计委派制度试点

中央纪委三、四次会议和 2000 年朱镕基总理的《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会计委派制度后，贵州省

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把推行会计委派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

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明确由省财政厅具体负责会

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省财政厅党组对此极为重视，在年初

的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布署，要求各地不要再等待观望，积

极开展本地区的试点。为抓好这项工作，成立了贵州省财政

厅会计委派制工作协调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省会计委派

制度试点工作。

（一）深入考察，精心策划。本着“积极稳妥、先试点

后推开”的原则，在对省内先试行会计委派的部分市、县调

研基础上，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组成联合考察组赴湖北省的

襄樊、荆州、宜昌等地学习考察，基本掌握了全国一些先行

试点省份会计委派制度的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省财政

厅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会计委派制度工作，并与省监

察厅联合向省政府上报了《关于贵州省推行会计委派制的请

示》。
（二）制定省会计委派制度试点指导意见。在广泛吸取

和借鉴其他省份会计委派制度试点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

上，根据财政部、监察部下发的《关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工

作意见》文件精神，制定了《贵州省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对会计委派制度工作的组织领导、试

点应遵循的原则、试点范围、形式以及总体要求等九个方面

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作为推动贵州省会计委派制度试

点的纲要性文件。各地根据此意见制定了相应的会计委派制

度试点实施办法和意见，对推动各地进一步搞好试点工作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交流经验，巩固成果，积极推广会计委派制的成

功模式。2000 年，贵州省已开展会计委派制试点的市、县

共有26 个，共向 843 个单位（企业26个）委派了会计人员

596 名。为进一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促进全省会计委派

制度试点工作全面开展，省财政厅、省监察厅联合召开了全

省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会，各地、州（市）财政、监察部

门的领导和省级部分厅（局）分管财会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部

分开展和即将开展会计委派制度试点的县（市）领导和财

政、监察部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县实施

会计委派制工作的经验，试点工作开展较早、进展比较顺利

的一些地、县在会议上介绍了各自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比较

成功的模式有：①统管统派的直接委派模式。具体做法是：

财政局成立会计管理局，由会计管理局对被委派单位的会计

人员进行统一考试、考核，择优录取，将录用的会计人员直

接委派到有关单位担任会计负责人或主办会计，并相应取消

被委派单位原有会计负责人或主办会计岗位。委派人员的人

事组织关系及工资、福利待遇转移到会计管理局，委派人员

任职期间的考核评定和管理统一由会计管理局负责。一个委

派会计负责 1～3 个单位，并实行定期培训、汇报、轮换以

及回避制度。开展这种模式的有遵义市、凤冈县、余庆县、

金沙县、黄平县、丹寨县等。凤冈县2000 年已对涉及城建、

交通、国土、公、检、法、农、林、水等27 个行政事业单

位实行了会计委派，共委派会计人员 26 人。到 2000 年 10

月，共计缴存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1 427万元，比 1999 年同

期增加834 万元，增长140% 。②结算中心模式。由财政部

门成立结算中心，统一办理有关全额拨款行政事业单位的会

计业务，各单位不再开设银行账户和会计工作岗位；或者直

接由有关部门成立结算中心，将该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会计

核算全部集中到结算中心。开展这种模式的地、县（市）和

部门有六盘水市、仁怀市、习水县、毕节市、印江县、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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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等。③间接委派模式。由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向所

属事业单位派驻会计人员，委派会计人员在行业系统现有的

会计中考核择优选拔。被委派的会计人员的人事工资关系转

到主管部门，其任职期间的考核和管理由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共同负责。④零户统管模式。即将乡镇一级财政拨款单位

的会计核算工作全部转由乡财政所或专门机构办理，取消乡

镇以下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账户。贵阳市、遵义市的一些乡

镇试行了这种模式。

三、积极推进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会计核算

电算化

（一）继续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促进会计工

作质量的提高。认真做好对申请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合格单

位的考核、验收、确认工作，严格考核程序、考核标准，全

面评价各单位会计基础工作的状况，促进了各单位会计管理

工作的加强。2000 年全省共有 630 户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被确认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合格单位。并对历年被评定为

合格的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大型企业和单位进行实地检查，了解和监督其会计基础

工作执行情况。为了切实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巩固整顿会计

工作秩序成果，继续开展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培训，并通

过贵州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等培训基地对尚未进行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培训的会计人员进行培训，2000 年全省共培训会

计人员9 161人。

（二）大力推广会计核算电算化，加强会计人员会计电

算化培训。积极开展计算机代替手工记账工作，对申请实行

会计核算电算化的单位，由省财政厅组成专家组从财务核

算、会计科目和报表设置、软件模块等方面严格论证，从严

把关。根据《贵州省会计电算化培训管理办法》的规定，继

续加强对各个会计电算化培训点的管理和会计人员的会计电

算化培训。2000 年审查批准了会计电算化培训点 7 个，并

对14 699名会计人员进行了会计电算化初级培训，经考试合

格颁发会计电算化初级合格证11 852人。

四、调查全省会计人员基本情况，建立会计人

员统计信息库

为调查了解全省会计人员基本情况，及时向财政部指定

的山东欧码公司订购《持证会计人员基础信息卡》14 万套

及填涂指导手册 2 万册，分发各级财政部门、行业主管部

门、中央在贵州单位填写。为了让广大会计人员了解并如实

填报基础信息，通过转发文件、在《贵州日报》等新闻媒介

刊登调查表统计公告等方式，使广大会计人员知晓调查统计

工作的内容、组织方式及填报程序和要求。

参加财政部组织的会计人员调查统计软件培训，并对各

地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软件培训。按

现行会计证归口管理渠道组织收集全省各级单位填报的近 8

万套会计人员基础信息卡，并进行检查验收，建立会计人员

统计信息库。对调查统计涉及的5 个相关统计汇总表进行了

统计汇总，将各地上报的统计数据按规定要求汇总上报财

政部。

五、加强会计日常工作管理

（一）加强会计证颁证和考试管理。按照《会计法》和

贵州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会

计证办证程序，切实加强会计证管理。7 月份组织了21 359

人参加全省会计证专业知识统一考试。2000 年全省共办理

预备会计证9 082个，会计证4 410个。

（二）加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严格按照会计

资格考试工作计划的要求和程序组织实施考试工作，做到岗

位落实、分工明确、责任到人。2000 年全省共有16 135人参

加考试，参加初级考试的有9 873人，参加中级考试的有

6 262人。实际参考7 681人，参考率47.6% 。初级考试合格

902 人，合格率 9.14% ，中级考试合格 517 人，合格率

8.26%。

（三）组织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为严格高级会计师评

审工作，成立了 2000 年贵州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对

申报高级会计师的 10 位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评审，通过高级

会计师任职资格的有 8 人。

（四）加强会计人员培训管理。根据《贵州省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会计法》的贯彻实施及

会计证年检换证的需要，把《会计法》的培训作为会计人员

后续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

规模的培训。2000 年全省共培训会计人员97 934人，颁发会

计人员后续教育证85 196个，基本实现了 2000 年内对全省

会计人员全面培训一次的目标。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  宋平  潘昌福执笔）

云 南省会计工作

2000 年，云南省会计工作以宣传贯彻《会计法》为中

心，继续深化会计改革，强化会计管理，规范会计工作秩

序，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积极宣传贯彻新修订的《会计法》

（一）制定宣传《会计法》实施意见。根据云南的实际

情况，制定了全省宣传《会计法》实施意见。一是组织收看

《会计法》讲座；二是在《云南日报》开辟专版宣传《会计

法》；三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学习新《会计法》的征文活动；

四是在省财政厅会计处编发的《云南会计工作》上发专辑宣

传《会计法》；五是向全省印发宣传《会计法》的统一口号；

六是通过组织会计知识大赛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验收活

动，积极宣传贯彻《会计法》；七是与昆明市财政局合作，

在昆明市范围内举行一次宣传贯彻《会计法》的活动。

（二）认真组织收看《会计法》广播电视讲座。省财政

厅及时转发财政部有关收看《会计法》广播电视讲座的通

知，并专门发文向全省作了部署，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时

组织本单位、本部门、本系统干部职工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

的《会计法》电视讲座。省财政厅采取集中组织收看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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