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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市 会 计 学 会 
 

津会培字〔2019〕第 3 号 

  

关于举办《行政事业单位新政府会计准则与
制度应用、内部控制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

列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内部控制、预

算绩效等工作，财政部相继印发了《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

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政府

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

制操作指南（试行）、《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政管理工

作绩效考核与激励办法》、《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

核办法》、财政部会计司关于“中国政府内部控制标准制定

与实施机制研究”征求意见的公告、《政府会计准则第 7 号

—会计调整》、《政府会计准则第 8 号—负债》、《政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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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第 9号—财务报表编制和列报》、《关于做好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月报试编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 

天津市会计学会为贯彻落实财政部《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

规划纲要》、《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

等文件精神，积极发挥行业学会的职能作用，帮助行政事业单位

学习和全面落实财政改革中新制度的各项要求，加快培养精于理

财、善于管理和决策的现代财务管理人才，现根据《天津市会计

学会 2019 年度会计人才培养计划》，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合作

举办《行政事业单位新政府会计准则与制度应用、内部控制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安排 

专题一：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操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

施专题培训班 

专题二：行政事业单位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会计改革

专题培训班 

时间 地点 专题 

4月 10日-15日 重庆  专题一 
4月 17日-22日 杭州  专题一 
5月 8 日-13日 长沙  专题二 
5月 15日-20日 厦门  专题一 
5月 22日-27日 腾冲  专题一 
6月 12日-17日 成都  专题二 
6月 19日-24日 林芝  专题一 
6月 19日-24日 大连  专题一 
7月 10日-15日 西宁  专题二 
7月 17日-22日 乌鲁木齐  专题一 
7月 17日-22日 青岛  专题一 
7月 24日-29日 贵阳  专题二 
7月 24日-29日 哈尔滨  专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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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因报名人数不足开班人数要求，举办方有权

取消该班，或调整培训时间，并在开班前三天告知，对已缴

纳培训费用的学员，可顺延至下期培训，如无法参加或无下

期培训，可申请全额退还培训费用，但不承担任何赔偿。培

训班具体地点，在开班一周前随《报到通知》告知。 

二、培训对象 

各行政事业单位、各级党政机关及所属单位、社会团体

（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等管理人员与分管财务工作的领导,

总会计师、财会部门负责人、预算管理处（科）长、计划财

务处（科）长、审计处（科）长、资产管理处（科）长、人

力资源处（科）长，部门负责人员（主管）、业务骨干以及

相关人员等。 

三、师资力量 

财政部相关司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上海、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等高等院校的领导和教授，业内实战权威

专家。 

四、培训费用 

专题培训班费用为每期 2,900 元/人；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另计；往返交通及费用由参训单位自行办理和支付。 

五、报名方式 

各参训单位可添加我会客服微信（微信号：kjzjpx）获

取培训报名表，参训人员可提前将培训费用汇入指定银行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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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并于每期培训班开班前十天，将银行汇款凭证和报名表

发送至客服微信号，以便确认安排具体事宜。我们将于每期

培训班开班前七天通知参训人员报到的详细地点、乘车路线

及有关事项。 

客服微信号二维码： 

六、培训证书 

培训班学习期满，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七、联系方式 

微信客服：关注“天津会计学会”微信公众号（微信号：

tjkjxh），通过对话框直接描述您的问题，将有专业人员“一对

一”为您服务。 

培训热线：23283350  联系人：赵老师、许老师 

会员热线：23286476  联系人：穆老师 

本会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67 号会计之家 411 室 

官方网址：www.tjkjxh.org.cn 

电子邮箱：tjskjxh@163.com 

 

mailto:tjskj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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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行政事业单位新政府会计准则与制度应用、内

部控制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培训班》专题介绍 

专题一：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操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施专题 

课程内容 

1、政府会计准则具体应用及最新进展 

(1)《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解读及应用 

(2) 政府会计具体准则解读及应用 

①政府会计准则第 1号-6号准则应用 

②《政府会计准则第 7号—会计调整》解读及应用 

③《政府会计准则第 8号—负债》解读及应用 

④《政府会计准则第 9号—财务报表编制和列报》解读及应用 

(3)准则制定最新进展 

2、《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详解与

实施难点解析 

(1)最新《政府会计制度》总说明 

(2)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及其变动原理 

(3)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4)报表格式和报表编制说明 

(5)政府会计制度净资产与预算结余核算逻辑及其勾稽关系 

(6)主要业务和事项账务处理举例 

3、《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系列补

充规定和衔接规定与实施难点解析 

(1)《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行

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衔接规定与实施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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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学校、中小学校、科学事业单位、医院、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测绘事业单位、地质勘查、彩票、国有林场和苗圃等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补充规定和衔接规定

解析 

4、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若干问题 

(1)关于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 

(2)关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施 

(3)关于事业单位“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新旧衔接 

(4)关于按合同完成进度确认事业收入 

(5)关于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6)其他问题 

5、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的修订与落地实施 

(1)新《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对比分析与

应用 

(2)新《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对比分析与

应用 

6、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施技巧 

(1)中国政府内部控制标准制定与实施解析 

(2)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流程与原则 

(3)单位层面的内部控制建设要点与实施 

(4)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方法体系 

(5)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评价与监督 

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工作底稿、缺陷的认定、评价报告、组

织保证、案例与重难点问题解析 

7、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与报告撰写 

(1)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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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控制报告与其应当遵循的原则 

(3)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组织 

(4)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及实例详解 

(5)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与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

与报送及实例详解 

(6)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使用与监督检查 

(7)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施与报告编写常见难点问题解答 

(8)最新内部控制报告变动趋势与实施办法 

8、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实务 

(1)内部审计的概念与内部审计标准体系 

(2)单位内部审计的基本程序 

(3)单位内部审计的主要方法 

(4)单位内部审计的重点 

(5)单位内部审计的瓶颈问题 

专题二: 行政事业单位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会计改革专题 

课程内容 

1、政府会计改革最新动态解析 

(1)财税体制改革与政府会计改革背景解析 

(2)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改革趋势和最新动态解析 

(3)政府会计标准体系解析 

2、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实施与滚动预算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解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预算绩效管理的重点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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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监督问责、工作协调机制等 

(2)预算绩效管理实务 

①财政支出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方案解析 

②部门支出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方案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务 

①绩效指标体系设计 

②绩效评价数据来源及标准 

(4)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操作案例 

①项目单位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案例及经验分享 

②地方财政绩效评价案例及经验分享 

③中央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案例及经验分享 

(5)绩效评价报告编写技巧 

①绩效评价报告编写中容易出现的共性问题归纳 

②绩效评价报告编写的过程与要求 

(6)《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与激励办法》解析 

(7)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分配 

(8)《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解析 

(9)基本建设类投资、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 

(10)中期财政规划的要求与主要内容 

(11)中期财政规划编制的关键事项 

(12)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实例与三年滚动预算实施 

3、《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详解与

实施难点解析 

(1)最新《政府会计制度》总说明 

(2)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及其变动原理 

(3)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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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表格式和报表编制说明 

(5)政府会计制度净资产与预算结余核算逻辑及其勾稽关系 

(6)主要业务和事项账务处理举例 

4、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若干问题 

(1)关于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 

(2)关于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施 

(3)关于事业单位“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新旧衔接 

(4)关于按合同完成进度确认事业收入 

(5)关于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6)其他问题 

5、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1)《关于做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月报试编工作》的通知解读 

(2)《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解析 

(3)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法规修订前瞻 

(4)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与处置难点解析与收益管理 

(5)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 

(6)资产会计核算实例分析 

(7)资产清查实例分析 

(8)国有资产年度报告编报实例 

6、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1)财政部《关于全面推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 

(2) 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操作及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