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上报财政部。

四、做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2000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省共有38 924人报

名，实际参考22 199人，出考率 57.03% 。成绩合格人员

5 883人，其中，中级1 700人，合格率 20.9% ；初级4 183

人，合格率29.8% 。经全国考办综合评比，陕西省首次被

评为会计考试组织工作一等奖。针对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考人数多、规模大的特点，副省长赵德全、省政府秘书长

王忠民、省人事厅长邓理、省财政厅副厅长姜锋以及各地市

市长、专员、财政局长亲临考点检查工作，提出整改意见。

省考办重申了《关于严肃考风考纪的十条规定》、《关于试卷

运送、交接、保管的规定》、《关于巡视人员职责规定》。各

级财政、人事部门通力合作，严格要求，采取种种措施，确

保考试万无一失。

五、促进会计学术研究交流，提高会计人员

素质

（一）评选1999 年度优秀会计学论文，完善论文评选制

度。1 月13 日省会计学会印发了《关于评选1999 年度优秀

会计学论文的通知》，得到了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及有关院

校、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响应。各基层单位认真初评后，推荐

上报论文34篇。经省会计学会组织专家组评审，共评出一

等奖2 篇，二等奖4 篇，三等奖 10 篇。为了完善优秀论文

评选制度，专家们进一步修订规范了论文评选的程序体例。

（二）积极组织会计知识大赛。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

做好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组织工作的通知》精神，陕西

省成立了会计知识大赛领导小组，决定举行全省第二届会计

知识大赛，作为组织参加全国会计知识大赛的演练选拔赛。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学会秘书处制定了陕西省参加全国大赛和

全省会计知识大赛的工作规划及日常工作安排。4～5 月，

在第一赛程中，省会计学会征订下发竞赛大纲12 000册，辅

导资料4 000册，大赛法规汇编4 000册，答题卡49 800套。

全省共有8万多人参赛。7～8 月为大赛第二赛程（现场赛、

电视决赛），全省共组成 24 个参赛队。8 月 22 日进行了电

视决赛，西安交通大学获团体一等奖；延炼集团、渭南市获

团体二等奖；陕西旅游集团、咸阳市、宝鸡市获团体三等

奖。同时，从中选拔出优秀选手组成陕西代表队参加全国大

赛。
（三）协助中国会计学会发展个人会员。根据中国会计

学会《关于发展个人会员问题的通知》，省会计学会积极组

织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共向中国会计学会推荐 13 人，7

人获准成为中国会计学会首批个人会员。

（四）完成 1999 年度陕西省会计学会科研项目。1999

年度定标的科研项目《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企业会计信息

质量评价指标研究》、《现代企业资本运营研究报告》已在本

年度完成。经学会专家组评审认为：三个项目选题准确，紧

扣当前会计热点问题，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五）进一步做好《陕西会计信息》的编辑发行工作。

2000 年，《陕西会计信息》出刊8期，发行8 000余册，及时

宣传了会计法规制度，交流了会计工作的动态和信息，探讨

了会计业务技术，受到广大会计人员的欢迎。

（陕西省财政厅供稿  李振林  杨建国执笔）

甘肃省会计工作

2000 年，甘肃省会计管理工作继续宣传贯彻实施会计

法规制度，加强会计人员管理、会计电算化管理及会计资格

考试工作，认真组织“金蝶杯”会计知识大赛、积极开展会

计委派制试点工作。

一、深入宣传贯彻《会计法》，切实加强会计监

管力度

（一）学习宣传《会计法》。200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颁布后，省财政厅及时制定下发了全省宣传

《会计法》的具体安排，并针对部门、行业的特点，明确了

具体标准和要求。按照省财政厅的要求，各地（州、市）及

省级各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也相继制订了

学习宣传《会计法》的规划。①及时开展《会计法》宣传工

作。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的通知要求，省财

政厅、司法厅、法制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 <会计法> 宣

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州、市）、各主管厅（局）、各

大单位成立《会计法》宣传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会计法》

宣传工作，并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在《会计法》宣传工作

中，各级财政部门、各单位都做到了组织、人员、经费、安

排四到位。省财政厅在财政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拨出 100 万

元用于《会计法》宣传、培训工作，各地（州、市）财政处

（局）也都超预算安排了 20 万～50 万元的宣传培训经费。

各级财政部门、各单位还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宣传

车、黑板报、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会计法》。省、

地（州、市）财政厅、处（局）于 2000 年 3 月、6 月分别

在省、地（州、市）所在地举办了《会计法》宣传周活动，

甘肃省财政厅副厅长张文武就《会计法》颁发的意义和重要

作用发表了电视讲话。②及时组织收看、收听《会计法》电

视广播讲座。按照财政部的要求，甘肃省认真组织了各地

（州、市）、省级主管部门、各企业集团负责人、会计人员收

看、收听《会计法》电视广播讲座。全省各专业银行针对行

业工作的特点，专门购置了《会计法》讲座光盘，利用工余

时间组织会计人员观看《会计法》讲座内容，较好地解决了

工作与收看、收听《会计法》讲座的矛盾。

（二）认真组织《会计法》培训。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及时下发了《甘肃省开展（会计法）培训工作安排》，对培

训的组织、对象、内容、课时及质量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将

《会计法》培训情况作为《会计证》审检、换证的必备条件。

为了提高《会计法》培训的质量，省财政厅于2000 年 3 月

举办了两期由各地（州、市）会计处（科）长、培训老师参

加的《会计法》师资培训班，共培训师资 306 人（其中地、

州、市66 人，省级部门240 人），为全省开展《会计法》培

训打好了基础，提供了保证。全省《会计法》师资培训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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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各地（州、市）及时组织了所属县（市、区）的《会

计法》师资培训，省级各主管部门及中央驻甘各单位也抓紧

了本系统、本单位《会计法》的培训工作。为及时了解全省

《会计法》培训情况，省财政厅派出《会计法》培训指导检

查组，了解考核《会计法》培训安排情况和培训质量。到

2000 年12 月，全省有136 185人（其中单位负责人23 006

人，会计人员113 807人）参加了《会计法》培训，占全省

应参加培训人员的96.91%。

（三）积极开展执法检查。为认真贯彻实施《会计法》，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各单位严格执法，依法办理会计事

务，甘肃省制订下发了《开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制度执行情

况检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组织自

查和抽查工作，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认真进行了自查和抽查工作，共查出 716 名在岗会计人

员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并对此进行了处理：一是对符

合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条件的人员给予补办《会计从

业资格证书》，继续从事会计工作；二是对在岗不具备办理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条件的 563 人，限期进行调整，并跟

踪检查调整情况。

二、做好会计人员管理工作

（一）按时完成了全省会计人员调查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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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的通知》要求，甘肃省及时向各地区、各单位发出了通

知，并对各地区、各单位负责人及负责统计工作的人员进行

了培训，保证了调查统计工作顺利进行和按时汇总上报。一

是对全省14 个地（州、市）及 87 个县（市、区）、中央驻

甘各单位及属地在甘各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在

岗会计人员112 422人（其中持证在岗会计人员93 469人，

无证在岗会计人员18 953人）进行了调查统计，并建立会计

人员信息库。二是对全省会计教育和科研及会计专业学生

98 252人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并分类建立了会计人员信息

库。三是对全省 37 个注册会计师协会、138 个会计师事务

所的注册会计从业人员3 702人的执业资格情况进行了调查

统计，建立了会计人员信息库。四是对全省会计管理机构人

员及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五是对全省会计证管

理、奖惩、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等情况

进行了调查统计。

（二）积极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按照财政部印发的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甘肃省进一步加强了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工作，进一步明确了集中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

同时要求广大会计人员把学习《会计法》同学习会计专业、

财会法规知识结合起来，同步进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①

各级财政、财务部门充分利用财校、函校、培训中心集中培

训会计人员，保证了本地区、本系统的会计人员全部达到了

培训的规定内容和课时；②充分利用大专院校、行业培训中

心的微机对会计人员进行会计电算化初级培训。2000 年，

全省共举办会计电算化初级培训班 262 期，培训19 351人

（次），考试合格14 841人，合格率为76.69% ；③举办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前培训班。全省共举办考前培训班 166

个，接受培训的会计人员达10 062人，占参加考试人数的

56.53%。

（三）认真组织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按照甘肃省职称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要求，认真组织了全省高级会计

师、高级经济师的评审工作。一是及时下发了评审工作安

排，对评审对象、评审材料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认真审查

评审材料，严格标准，公正公平；三是及时召开评审会议，

对申报高职的24 人（其中高级会计师23 人，高级经济师1

人）按照评审的程序进行了评审，并获得通过；四是对合格

人员及时下发了合格通知书。

（四）继续搞好会计电算化管理。为使会计人员更好地

掌握会计电算化知识，逐步掌握会计软件的基本操作技能，

增强以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的本领，全省上下继续抓紧了会

计电算化初级培训工作，并将全省统一使用的会计电算化无

纸化考试软件不断更新、改进、升级，保证了考试标准统

一，规范、客观、公正。2000 年度全省共举办会计电算化

培训班346 期，培训23 163人次，考试合格17 779人，并按

规定给合格人员颁发了会计电算化初级合格证。到 2000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举办会计电算化培训班1 380期，培训

109 076人次，合格84 223人。另外，省财政厅还对个15 单

位进行计算机替代手工计账评审。

三、完成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根据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日程安排》要求，及

时召开了全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会议，安排布

置了全省 2000 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结合全

省实际情况，制定下发了《甘肃省 200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日程安排》。为使广大报考人员熟悉报名

条件、报名办法及报名要求，省会计考办还分别在《甘肃日

报》、《甘肃经济日报》上刊登了《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

名条件、报名办法及报名要求的通知》。各级考试管理机构

设立报名点和咨询电话，组织培训报名工作人员，全省共设

立报名点106 个，咨询电话 20 部。五是严格标准，逐级审

查，完成了全省的报名工作。六是依照报名条件，对全省报

考的17 799人进行了报名资格复查，保证了报考人员符合报

名条件，报考资格有效。

四、组织会计知识大赛

根据财政部文件精神，及时成立了甘肃省第二届全国会

计知识大赛领导小组和甘肃省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专家

小组，领导和组织全省大赛工作。各地（州、市）及 26 个

省级厅（局、公司）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地

区、本系统的大赛工作。

（一）做好第一赛程笔试答题的组织工作。一是组织征

订大赛有关资料和第一赛程的试题，并及时分发到各地区及

省级各部门；二是组织专家小组成员对第一赛程试题进行分

析研究，编写辅导资料，帮助广大会计人员学习和理解会计

法规知识；三是督促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参加笔试竞赛，

及时向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办公室邮寄答题卡。据统计，全省

有44 841名单位负责人及会计人员参加了笔试竞赛，答题卡

回收率87.6%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二）举办“安易杯”甘肃省会计知识大奖赛。一是下

发了举办“安易杯”甘肃省会计知识大奖赛的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

的会计人员参加笔试和口试。二是组织专家组编写大赛笔

试、口试、复赛、决赛的试题。三是对各代表队组成及代表

情况进行了审查和资格认定。四是在兰州组织参赛的 29 个

代表队（地区16 个、省级13 个）分别在甘肃电视台、兰州

电视台、兰炼电视台进行了笔试、复赛和决赛，甘肃省人

大、政府、政协、财政厅的领导分别到各赛场检查指导工

作，会计司副司长高一斌也专程到兰州指导大赛工作。经过

笔试、口试复赛和决赛，甘肃省监狱管理局代表队获大赛一

等奖，省电力公司、酒泉地区代表队分获大赛二等奖，张掖

地区、兰州市二队、武威地区代表队分获大赛三等奖。兰州

市一队、金昌市、庆阳地区、省交通厅代表队分获大赛优胜

奖，临夏州财政局、陇南地区财政处、省物资局财务处、嘉

峪关市财政局、平凉地区财政处、矿区财政局、定西地区财

政处获大赛组织奖。

（三）组队参加全国会计知识大赛。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在全省大赛的基础上选拔了笔试和口试（复赛）总成绩名列

前 18名的参赛选手进行了全封闭集训，经过笔试和口试三

轮比赛，择优选拔了 4 人组成甘肃省代表队赴北京参加全国

会计知识大赛。甘肃省代表队取得了大赛总成绩第 15 名，

并获组织奖。

五、抓好预算会计管理工作

2000 年度甘肃省预算会计工作，在制度改革和建设方

面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工作中心，深

入调查研究，开展探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制度，为

配合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后制定出

台了政府采购、工资统一发放等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提高

预算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为各地、各单位会计人员统一配

发了财政部《预算管理与会计》等有关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

书刊。协助省国库会计和总预算会计人员举办了《国库会计

核算与操作》培训班，并对预算管理改革的思路和方法进行

了宣传和讲解。配合工资统一发放的集中支付办法，对各地

总预算会计人员和省级预算会计人员进行了有关理论和软件

操作培训。征集了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改革方面的素材，并

向财政部预算会计研究会推荐了有关国库制度改革和预算会

计改革的理论探讨文章。

六、落实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

到2000 年底，甘肃省有 5 个地（市），14 个县（市）

进行了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有 5 个企业集团试行了集团内

部委派，全省共委派会计人员 922 人，接受委派单位 276 个

（其中行政事业162 个，企业38 个，其他76 个）。委派形式

主要是委派财务总监、委派财会负责人、委派会计，零户统

管，会计集中核算等。在抓好地区、行业会计委派制度试点

的同时，省级机关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

行，省财政厅会同省纪委、监察厅结合省级主管部门的特点

拟订了《甘肃省会计委派制实施方案》和《甘肃省省级机关

会计集中核算办法》。

七、加强会计函授工作

1999～2000 学年，甘肃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坚持

“从严治学，质量第一”的办学宗旨，各项工作得到了加强，

整体办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是找路子、想点子，搞好

招生工作；二是坚持以质量为本，扎扎实实做好各项教学工

作；三是认真做好在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四是

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基层办学条件。

（甘肃省财政厅供稿  彭可信执笔）

青海省会计工作

2000 年，青海省会计管理工作以宣传贯彻新《会计法》

为中心，通过完善会计法制、整顿会计秩序、深化会计改

革，加强会计人员管理，加快推行会计电算化，为进一步规

范会计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一、学习宣传贯彻新《会计法》，加强会计监管

工作

（一）深入贯彻实施新修订的《会计法》，认真组织各

地区各部门做好《会计法》的培训工作，并把学习《会计

法》列为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在全

省举办新《会计法》师资培训班，并以此为骨干层层举办培

训班，全省共举办《会计法》培训班145 期，参加培训人员

15 270人次。

（二）加强宣传报道工作。6 月 28 日财政部召开新修订

的《会计法》电视电话会议，省财政厅及时开通了省和各地

州、地、市、县的电视电话会议线路，组织各级政府领导、

财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财务负责人收听收看。7 月 1 日新修

订的《会计法》正式实施，省、市财政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宣

传《会计法》，分发宣传材料8 000份，省、市电视台和《青

海日报》进行了报道，省财政厅副厅长杜恒到场并接受了电

视采访。同时，各州、地、县财政部门也组织人员用黑板

报、广播、电视、分发宣传材料等形式对《会计法》进行了

较广泛的宣传报道。

（三）积极组织全省会计人员参加第二届全国会计知识

大赛活动。在第一赛程全省有 1.38 万名财会人员参加了答

题卡竞赛，第二赛程通过层层选拔，组织了 16 支代表队进

行了预赛和电视决赛，从中选拔了赴京参赛选手。赛后青海

省同时获得了全国会计知识大赛办公室颁发的第一、第二赛

程组织奖。

二、注重会计队伍建设、扎实开展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化活动

（一）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要

求，做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中的培训、考试、审查、档案管

理等工作，并做好会计证清理换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无

证上岗人员统一进行了会计证培训和考试，有5 706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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