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了理论服务。

（山东省财政厅供稿  冯桂华

  刘焕平  朱平  缑延红执笔）

青岛市会计工作

2005 年，青岛市会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财政工作中心，

把握会计管理工作重点，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更加

注重工作理念与管理方式的创新，为会计管理工作注入新的

活力，逐步提升全市的会计管理工作水平。

一、深化会计集中核算制改革

（一）创新管理制度，提升工作水平。一是全面修订和

完善了《政府投资项目会计业务操作规范》。对原规范从业

务受理、单据审核、科目运用、数据录入、账表形成、稽

核、对账、档案管理直到项目销号等各个方面，逐一进行了

精简和完善，为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提供了保证。二是

研究制定了《会计中心业务稽核工作规程》，从稽核依据、

稽核内容、稽核程序和岗位目标责任等方面规范了稽核工作

程序，强化了目标责任管理；全年累计稽核各类会计业务近

2 万笔、单据75 000 余张、报表700 余份。三是坚持每周例

会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年

召开20 余次业务会议，出台60 余项管理规定，保证了各项

职能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创新工作方法，完善服务措施。一是围绕最大限

度地降低单位和中心工作的繁杂程度等方面，以柜组为单

位，通过分期分批召开单位财务人员座谈会方式，先后召集

了 114 个单位 130 余名单位财务人员参加座谈，征求意见和

建议20 余条，并逐一进行了研究、落实和整改。二是在简

化报表结构，增加了《项目收支表》，使单位负责人能够更

加清晰地掌握各类资金收支状况。三是充分利用中心网络平

台，建立与单位的双向沟通机制，通过完善远程账务查询系

统、在网上适时公开中心结报业务受理规范，并与单位实现

了共享。

（三）启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一是加强

制度建设和业务培训。按照市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领导

小组的要求和部署，会计中心起草拟定了《青岛市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支付管理

暂行办法》、《国库集中支付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国库集

中支付业务流程》等相关配套制度，为改革提供了制度保

障。同时组织人员对市财政局内各部门、代理银行、试点单

位进行了业务培训，对涉及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讲

解，使相关人员熟悉和掌握了有关政策业务知识和操作技

能，为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二是积极做好

组织协调工作，确保改革试点的如期启动。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改革8 月份开始正式筹备，组织召开了各类协调会 10 余

次，仅用 3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了 11

月1 日改革试点的如期启动。

二、全面提高会计管理工作水平

（一）创新管理模式，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实现新突

破。一是继续教育内容多样化。改变了过去内容单一的 “一

刀切”的模式，采取了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除财政部门确

定的每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外，主管部门根据行业特点和

专业需求确定的培训内容，使继续教育更加贴近实际，更加

注重培训效果。二是继续教育形式多元化。在培训形式上，

打破过去集中培训的惟一形式，会计人员既可以参加财政部

门公示的培训学校的集中培训，也可以由主管部门根据行业

特点和专业需求确定培训内容，报财政部门后，自行组织培

训。三是继续教育管理智能化。开发了青岛会计人员继续教

育管理软件，并辅助于 IC 卡管理系统，使全市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管理系统实现网上链接，会计人员既可以在本行政区

域内参加培训，也可以跨区（市）参加培训。四是继续教育

监督服务化。寓管理、监督于服务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的宣传力度，利用会计信息发布渠道，把继续教育的

规定、内容、时间、要求、培训单位及时向社会公布，一方

面为会计人员及时迅速了解有关信息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可

由会计人员对培训点的培训质量和执行政策情况进行监督。

定期对培训单位进行监督和指导，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切实

保护会计人员的利益。全年直接组织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4 015 人次，组织主管部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49 900 人次。

（二）创新工作流程，开启了大企业、大集团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注册登记直通车。市财政局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

妥地做好会计从业资格注册登记工作。特别是开启了大企

业、大集团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记直通车，实现了大企

业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记全面提速。一是通过下发文

件、制定问题解答、在办公地点张贴工作流程图等方式，为

大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服务。二是简化工作程序。打破常

规，将登记注册合二为一，使大企业一次便可完成全部注册

登记，大大简化了办事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三是搞好预

约服务。主动与大企业沟通，了解其前期准备工作进展情

况，并根据各大企业的实际，合理安排注册登记时间，使各

大企业能够按照自己预定的时间有序办理，避免了时间上的

冲突，受到大企业的好评。全年完成市直部门注册登记 24

966 人，海尔、海信、双星、青啤等大集团大企业已顺利完

成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登记工作。

（三）创新服务手段，不断提升会计管理信息化服务水

平。2005 年，对青岛会计信息网进行了全面改版升级。一是

内容全、信息量大。改版后的会计信息网设立了 8 个栏目：

即通知公告、财会法规、会计管理工作动态、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公计人员继续教育、代理记账管理、会计电算化、咨

询之家，几乎涵盖了所有与会计管理服务有关的内容。二是

完善了信息发布功能，解决了表格下载障碍。升级后的会计

信息网，解决了特殊格式文件的发布问题，使会计人员能够

全面了解、掌握各项政策、信息。同时，表格的下载也变得

简单、顺畅，会计人员办理会计从业资格的注册登记和各类

会计考试报名均可直接从网上下载相关表格简化了办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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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另外，还增加了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成绩查询功能，拓宽

了会计服务渠道。三是实现了与会计人员的互动交流，会计

服务更具人性化。升级后的青岛会计信息开辟了“咨询之

家”这个与会计人员互动交流的平台。市财政局把咨询之家

作为执政为民的重要窗口，制定了《咨询之家回复制度》，

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及时解答会计人员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

（四）开展《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的宣传活动。

一是7 月2 日，市及各区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纷纷走上街

头，在各区、市繁华广场、街道设立《会计法》宣传台，悬

挂庆祝横幅，散发知识问答、新会计制度、新会计准则问题

解答、会计服务指导、会计服务宣传手册等宣传材料，向社

会各界广泛宣传会计法律法规制度；青岛市人大、市政协、

市法制办的有关领导亲临宣传现场进行视察指导；在《青岛

财经日报》、青岛会计信息网上开辟了《会计法》宣传专

栏，全面、系统地重温《会计法》的有关规定。二是组织有

奖征文活动。根据《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庆祝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 颁布实施 20 周年活动的通知》安排，8 月

份，青岛市财政局与青岛财经日报社联合举办了庆祝《会计

法》颁布实施20 周年征文活动，鼓励会计人员和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踊跃投稿。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对优秀稿件进行

奖励，并在《青岛财经日报》、青岛会计信息网上开辟专栏

进行交流。三是组织评选省、市会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会

计工作者。市财政局与市人事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评选表彰

全市会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会计“双先”评选活动。为保证评选结果的客观、

公平、公正，市财政局先后制定了《青岛市会计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办法》、《会计“双先”评选方案》，协

调有关部门对候选人、候选单位遵纪守法情况进行前置审

核，邀请青岛市学界、业界及相关经济管理部门的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委会会议，组织专家对上报材料逐一进

行严格审核评定。评选出青岛市会计工作先进集体 33 个、

先进会计工作者150 名，山东省会计工作先进集体6 个，山

东省先进会计工作者45 名；青岛海尔财经管理有限公司宫

伟被评为全国优秀会计工作者。

三、日常会计管理工作

（一）会 计从 业资 格 管 理 工作。2005 年 全 市 报

考20 896 人，实际参考19 437 人，实考率93% ；考试合格7

886 人，合格率37.7% 。

（二） 会计 专业 技 术资 格 考试。2005 年全市 报

考21 568人，其中：初级11 981 人，中级 9 587 人。实际参

考13 309人，其中：初级5 450 人，中级7 859 人。初级合

格1 632 人，中级合格1 207 人。

（三）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2005 年，青岛市第二年参

加全国 16 省市高级会计师考评试点工作，市财政局发布了

《关于2005 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及报送评审材料有关问题

的通知》，细化、量化了高级会计师评审条件。2005 年，申

报高级会计师人员 143 人，笔试合格 86 人，评审通过 62

人。历年累计797 人。

（四）会计电算化工作。2005 年，通过初级会计电算化

培训5 988 人，累计10 988人。

（五）会计人员培训工作。2005 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培

训班28期，参加培训人员141 505 人次。

（六）会计理论研究工作。2005 年，青岛市会计学会积

极配合市财政部门，确定重点理论研究课题，落实研究任

务。一是编撰出版发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公共财政管

理》和《青岛市企业财务制度汇编》。二是办好《青岛财

会》会刊。三是参加东南地区第20 次会计理论研究会，交

流论文2 篇。

（青岛市财政局供稿  张伟执笔）

河南省会计工作

2005 年，河南省会计管理工作以宣传贯彻《会计法》

为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纪念

活动，加强会计人员的培训及管理，继续落实《行政许可

法》，深化会计改革，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开展《会计法》颁布实施20 周年纪念活动

（一）认真组织推荐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和评选河南省

优秀会计工作者活动。制定了《河南省优秀会计工作者评选

表彰办法》，并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经过单位推荐，专家评审，财政部门考察，在

全省范围内公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省优秀会计工作者

评选表彰领导小组批准，全省共推荐全国杰出会计工作者候

选人20 人，表彰省杰出会计工作者 5 人、优秀会计工作者

193 人。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财政所会计王莹同志被评为全

国杰出会计工作者。

（二）组织纪念《会计法》20 周年有奖征文及百题知识

竞赛活动。有奖征文包括诗歌、散文、论文、小小说等文

体，反映了会计人员的优秀事迹、工作感悟、思想情操等。

全省共收到各类征文 871 篇，百题知识竞赛有效答题卡 82

247 份。经过专家评选，评出获奖征文31篇，其中：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奖 16 篇；百题知识竞赛获奖 92

名，其中：一等奖5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23 名，鼓励

奖51 名，组织奖13 名。

（三）召开省直机关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

座谈会。省人大办公厅、省法院、省国资委等 14 个单位应

邀参加。

（四）举办了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 20 周年理论研

讨会。各省辖市财政局会计科（科）、巩义等5 县市财政局

会计科（股），水利厅、交通厅、工商局、地税局、监狱管

理局等省直单位参加会议。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8 篇，其中

22 篇在会上进行了交流。评出优秀论文9 篇，其中：一等奖

1 篇，二等奖3 篇，三等奖5 篇。

（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重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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