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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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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讲座开播前，赵钰厅长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全省财政

系统干部职工要准时收看讲座。自2000 年 5 月 11 日电视开

播至7 月 6 日止，全省16 个地、州、市共有12 905人，省

直单位9 251人收看了讲座。

（三）精心组织会计知识大赛。省财政厅成立了云南省

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领导小组，由赵钰厅长任组长，下设办

公室，负责会计知识大赛的日常工作。为了鼓励广大会计人

员积极参赛，省会计知识大赛领导小组以财政厅文件形式向

全省发出了关于在全省组织开展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的

通知，对参赛人员的范围，进行竞赛的组织方式和奖励办法

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全省共有133 440名会计人员参加了

第一赛程的笔试，会计人员参赛率为 85.5% 。为了做好会

计知识大赛第二赛程的工作，由云南各高等院校知名专家和

学者组成的专家小组，对竞赛进行了反复认真讨论，筛选出

2 套笔试题和 9 套口试题，作为省级选拔赛和全省大赛的比

赛用题。7 月30 日，省会计知识大赛领导小组在曲靖市举

行了省级单位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共有 18 支省级单位代

表队参加了比赛。省电力集团公司代表队和省财经学校代表

队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比赛期间，正在云南考察工作

的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来到比赛现场进行了简短的讲话，对

会计知识大赛的组织工作给予了肯定。8 月 10 日，云南省

第二届会计知识大赛决赛在云南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云南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程映萱、省财政厅长赵钰等领导到现场观看

了决赛。曲靖市代表队以总积分第一的成绩获得了一等奖，

玉溪市代表队、省电力集团公司代表队获二等奖，楚雄州代

表队、昭通地区代表队、西双版纳州代表队获三等奖。本次

比赛还评出了10 名优秀选手。在10 月份举行的全国会计知

识大赛中，云南代表队获得了第一赛程和第二赛程的两个组

织奖。

（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6 月 30

日，省财政厅在《云南日报》开辟专版宣传《会计法》，全

文登载《会计法》条文，副省长程映萱，省财政厅长赵钰等

领导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积极宣传《会计法》。省财政厅向

全省统一印发了八条宣传《会计法》的标语口号。各级财政

部门也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利用广播、电视、报

刊杂志等宣传媒体以及利用宣传车、黑板报、座谈会、标

语、现场咨询、宣传周等形式宣传《会计法》。

（五）开展大规模的《会计法》培训工作。一是对单位

负责人进行培训。共培训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负

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350 人。省委组织部对处

以上干部举办了1 期专门的培训班，组织部长黄维彬自始自

终参加了听课。曲靖市共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市纪委的领导以及市直机关县处级领导干部 261 人、各

县区主管会计工作的财政局长 75 人参加了培训。全省共培

训单位负责人9 106人。二是进行师资培训。对各培训单位

的175 名师资进行了培训。三是对在岗会计人员和拟从事会

计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全省共培训195 719人。

（六）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6 月 28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电视电话会议后，省政府召开了云南省

贯彻实施《会计法》电视会议，常务副省长牛绍尧作了重要

讲话，对云南宣传贯彻《会计法》作了具体要求和部署。16

个地、州、市按照省政府的要求也相继召开了会议，对贯彻

《会计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

（七）利用《云南会计工作》编发了 6 万字的专辑宣传

《会计法》。登载省政府领导、省财政厅领导的讲话，对各地

宣传贯彻《会计法》，以及开展培训工作的情况进行动态

报道。

二、深入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

2000 年是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第 3 年，是要求

“全省所有独立核算单位基本实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目

标的关键一年，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重申清理整顿和规范

会计工作秩序有关规定的通知》，重申了清理整顿和规范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有关规定。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密切配

合，对未按规定报送材料的单位提出了时间要求，对会计基

础工作不合格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未达到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标准的，工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年

检；不得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门可暂停专项资金

拨付；停发收款票据。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照云南省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化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组织了大规模的确认验

收，到2000 年底，全省共计确认考核验收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化单位2 157个。

三、积极稳妥地扩大会计委派制试点

（一）探索实行会计委派制新模式。省财政厅在认真总

结开展会计委派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乡镇推行零

户统管，在县以上行政事业单位推行以会计核算中心为主要

形式的会计委派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委派财务总监和

直接派驻会计主管人员，向重点建设项目派稽查特派员的四

种基本模式和框架，在全省开展自下而上的会计委派制试点

的工作思路。并把曲靖市、玉溪市、大理州、楚雄州作为省

里指导下的试点地区，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先易后

难，积极稳妥，分别实施，逐步到位的方针积极开展试点工

作。为了借鉴省外的先进经验，省财政厅牵头，组织了省长

办公室、省财政厅会计处、国库处、试点地区的财政局长参

加的考察组，由主管副厅长肖晓鹏带队赴陕西对会计核算中

心进行了专题考察。同时，对省内开展会计委派较好的地县

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省内外成立会计核算中心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起草了《云南省县级以上行政事业单位推行“会计

核算中心”试点方案》、《云南省县级以上行政事业单位推行

“会计核算中心”工作实施计划》、《云南省财务总监派驻试

行办法》。其中，《云南省财务总监派驻试行办法》已由省政

府正式发文执行。

（二）经过全省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会计

委派制试点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取得了较大进展。到 2000

年底，全省共有7 个省直单位、2 个市、45 个县（区）、763

个乡（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试点工作。曲靖、玉溪等两地

市以及 29 个县成立了专门的会计委派机构。全省开展会计

委派的形式，一是在县级行政事业单位试行会计核算中心，

在单位资金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单一账户、集中支付，将县

直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集中到会计核算中心进行统一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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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 个县实行了这一方式；二是由产权主体（或委托财政

部门）向国有企业派驻财务总监，全省已向 47 户国有企业

派驻了财务总监；三是在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统管统派，由委

派部门向行政事业单位委派会计，并统一进行管理，已向全

省692 户行政事业单位派了805 名会计人员；四是在763 个

乡镇试行了零户统管。为推动试点工作，省财政厅对开展会

计委派制试点经费有困难的地区，下拨专项经费进行补助。

（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除了对好的经验进行总结外，

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同的意见进行调研。通过召开座谈

会、实地考察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实行会计

核算中心和零户统管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建议和思路，一是加大在乡镇推广

零户统管的力度；二是对县以上行政事业单位试行会计核算

中心，已开展试点的地区进行总结完善，未开展的地区先进

行试点，并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9 月 25 日，玉溪市人

民政府在通海县召开了玉溪市行政事业单位集中统一会计核

算经验交流现场会，总结了实行会计核算中心的成功经验，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省财政厅副厅长肖晓鹏到会讲了

话，对实行会计核算中心这一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

了肯定。

四、加强会计人员管理，提高会计队伍素质

（一）顺利完成会计人员调查统计工作。根据财政部

《关于开展全国会计人员调查统计工作和建立会计人员信息

数据库的通知》要求，对截止到 1999 年底的会计人员基本

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一是会计人员基本情况。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全省会计人员为153 655人。其中，初中以下学

历18 270，占11.89% ；高中学历30 454人，占19.82% ；中

专学 历 59 557，占 38.76% ；大专学 历 38 583 人，占

25.11%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6 792人，占 4.42 % 。会计人员

中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为46 665人，占 30.37 % ；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的为9 542人，占 6.21 %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

为307 人，占 0.2% ；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为97 141人，

占63.22% 。共累计评审高级会计师309 人。为表彰会计人

员从事会计工作 30 年，共发放会计荣誉证4 272个。二是会

计管理机构及会计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全省财政部门内设会

计管理机构418 个，其中地、州、市财政部门内设会计管理

机构 16个；县级财政部门内设会计管理机构 122 个。全省

财政部门在编的会计管理人员为990 人。其中，初中以下学

历占2.82% ；高中学历占10.12% ；中专学历占50% ；大专

学历占30.16 % ；大学本科学历占6.91% 。三是会计教育与

科研人员情况。①全省中专学校的会计教育与科研人员

1 292人。其中，具有中专学历的占 13.01% ；大专学历占

30.75 % ；本科以上学历占 56.24% 。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

格的占 34.59%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占 56.69% ；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占 8.72 % 。②全省大专院校的会计教育与科研人

员 83人。其中，具有中专学历的占 2.41% ；大学专科学历

占69.88% ；本科以上学历占 27.71% 。具有初级专业技术

资格的占30.3%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占57.58% ；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占 12.12 % 。③全省本科院校的会计教育与科研人

员 132 人。其中，具有中专学历的占 3.91 % ；大学专科学

历占34.38 % ；本科以上学历占 61.71% 。具有初级专业技

术资格的占 31.06 %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占 51.52 % ；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占 17.42 % 。④全省共有会计师事务所 116

户。其中，中央级的有 1 户；省级的有29 户；地级 40 户；

县级 46 户。

（二）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省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报名33 775人，参加考试15 418人，参考率为

45.65% ，考试合格3 042人，合格率为19.73% 。其中，初

级报名20 838人，参加考试9 286人，参考率为44.56% ，考

试合格1 966人，合格率为21.2% ；中级报名12 937人，参

加考试6 132人，参考率为47.4% ，考试合格1 076人，合格

率为17.65。

（三）圆满完成 2001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

作。一是提前做好报名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考试政策的变

化，云南省于 9 月 29 日才收到全国会计考办关于报名的文

件。为了在国庆长假后及时开展报名工作，省财政厅对有关

考试的文件以特急件的形式签发，需要印制的报名表、订书

单、报名简章等材料也在当天交付印刷厂赶印，需要的报名

信息卡、报名手册等从济南空运至昆明，并迅速分发到各

地，保证了报名工作按时进行。二是积极做好政策法规的宣

传工作。为使广大考生及时了解有关政策，省财政厅将考试

政策和报名条件进行了细化，除了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外，还

把一些具体的规定、考试政策调整的内容以报名简章的形式

印发给各级财政部门和广大考生，各级财政部门在报名前利

用当地的新闻媒体公布报名点、张贴报名简章、在电视报刊

上进行宣传。三是精心组织报名工作，学好规定，掌握报名

条件，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四是严格审查报名人员的相关

证件。五是对已报名人员进行自查。2000 年，全省共有

41 410人报名，其中，中级报名17 823人，占总报名人数的

43.04% ；初级报名23 587人，占总报名人数的56.96%。

省财政厅在总结考试培训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省的

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行定点报名，分散培训，按照

全国会计考试办公室对培训工作的要求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管

理。各级财政部门对申请办班的单位进行了严格的资格审

查。审查的内容涉及课程和课时安排是否合适；任课教师的

素质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具有符合条件的教学环境和场所；

是否制定了有效的教学管理制度和方法等。

（四）组织全省会计证考试。2000 年 9 月，云南省财政

厅实行了机构改革，会计处在人员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在较

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命题、制卷等准备工作，按原计划在 9 月

16～17 日，组织了新《会计法》实施后的全省第一次会计

证考试。省财政厅对考试工作十分重视，赵钰厅长和肖晓鹏

副厅长专门到考场巡视，云南电视台派出记者进行报道，就

云南如何贯彻实施《会计法》等有关问题现场采访了赵钰厅

长，并在17 日的《云南新闻》中对考试情况作了报道。全

省会计证考试报名7 094人，参加考试5 943人，参考率为

83.78% ，合格32 292人，合格率为54% 。

（五）组织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2000 年下半年，重新

调整组建了云南省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共有 26 位会计专

家担任高评委委员。根据省人事厅关于高级职称评审的有关

精神，省财政厅及时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统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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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报送高级会计师申报材料。共收到材料26 份，12 月 19～

20 日召开高评委会议，有 17 人通过了高级会计师资格评

审。

（六）召开全省会计管理工作会议。12 月 25 日，省财

政厅召开了全省会计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九五”计

划期间全省的会计管理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了贯彻实施《会

计法》，开展执法大检查的具体措施和其他各项会计管理

工作。

五、会计学会工作

1 月 28 日，省会计学会在昆明召开了第五届常务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学会秘书处提出的 2000 年

工作计划，一致同意学会的工作重心是大力宣传《会计法》，

并针对会计改革中出现的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大学术研

究的力度，力争多出成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决定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学习、宣传《会计法》的征文活动。讨

论并修改了《云南省会计学会个人会员管理办法》和《云南

省会计学会团体会员、会员单位管理办法》，决定发展会计

学会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学

术研究活动。

（云南省财政厅供稿  李义执笔）

西藏自治区会计工作

2000 年，西藏自治区会计工作以大力宣传新修订的

《会计法》和会计职称考试为重点，在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

管理，提高在职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推动会计电算化及加强

会计委派制试点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全面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会计法》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 <会计法> 培训工作的通知》和

财政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宣传工作的通知》精神，为了保证新《会计法》

在西藏的顺利贯彻实施，扩大新《会计法》的宣传范围和力

度，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对宣传贯彻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

见，并具体组织实施了如下工作：一是在 2000 年 1 月 12

日，举办了区直主管部门和大中型企业单位负责人新《会计

法》专题讲座。来自区直各单位厅长或分管副厅长及大中型

企业的厂长和经理等共 61 人参加了讲座，使各单位负责人

及时了解和掌握了新《会计法》的有关规定，为严格执法，

加强对会计工作监督和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 2000 年

2 月21 日～26 日，举办了第二期新《会计法》师资培训班，

参加本期培训班的人员有各地市财政局分管会计工作的副局

长、会计科科长及会计业务骨干等共 30 余人。在这期培训

班上，除了讲解新《会计法》的内容外，还对加强《会计

法》的宣传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三是在 2000

年6 月的《会计法》宣传月中，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市

财政局、城关区财政局联合在拉萨市中心繁华路段进行了为

期两天的《会计法》宣传，来自各级财政部门的 46 名同志

参加了本次宣传活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和各级财政部门

的主要领导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也参与到本次宣传

活动中来。四是为了进一步加大新《会计法》的宣传力度并

落实到位，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晓渡在西藏电视台做了

题为《深入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切实抓好贯彻落

实工作》的电视讲话。五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自治区宣传

学习贯彻《会计法》的具体情况，10月9 日至10 月20 日赴

山南和拉萨两地市下属部分县、区行政、事业单位，对《会

计法》的宣传学习贯彻情况进行了抽查。从抽查的情况看，

《会计法》的宣传培训工作得到了各地市、各部门的高度重

视，均成立了专门的宣传领导小组，由财政局主要领导担任

小组负责人，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广泛深入地宣

传《会计法》的基础上，还切实抓好培训工作，按照财政部

和财政厅对培训工作的具体要求，全区的培训工作区分了师

资培训、单位负责人培训、会计人员培训等不同对象，在规

定的学时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并进行了考试验收，保

证了培训质量和效果。

二、完成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

工作和2001 年考试报名工作

（一）圆满完成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

作。一是认真做好考前辅导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考试合格

率，自治区财政厅克服种种困难，会同有关部门在拉萨、山

南、阿里等地市统一组织了各类不同档次的考前辅导班 6

期，参加培训人员达249 人。二是严格考风考纪，确保考试

质量。按照全国考办的要求，突出一个“严”字，把责任落

实到各地市财政局和会计科长身上。要求财政、人事两部门

加强合作，密切配合，在考试过程中对考卷的接收、保管、

分发、押送、移交等各个环节上，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确

保考卷绝对保密，考试期间财政厅、人事厅领导及各地市考

试管理机构负责人亲临本地区考点检查指导考试工作情况，

为考试工作做到万无一失提供了有力保证。三是认真及时完

成阅卷和登分工作。据统计，2000 年全区报名参加初、中

级考试人数为1 466人，参考人数为640 人，初级合格人数

为73 人，合格率为13.9% ；中级合格人数为19人，合格率

为16.4%。
（二）认真组织2001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报名工

作。西藏自治区会考办及时下发了《关于2001 年度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各地市会计管理部

门深入地学习和领会报考条件并做好宣传工作，本着高度负

责的态度，严格报名手续，把好报名质量关。经过充分准备

和精心安排，顺利完成了 2001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考工作。据统计，全区报考人数2 428人，其中报考中级

资格的754 人，初级资格的1 674人。此外，按照全国考办

的有关通知，为了维护广大考生的正当权益，区考办规定各

地市只限于征订全国考办统一组织编写的考试用书。

三、做好第四次全国会计人员普查工作

根据财政部要求，西藏自治区财政厅于 2000 年 2 月 21

日至26 日举办了会计人员调查统计软件操作培训班，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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