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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中央国家机关高级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安排

第一期

7月 22 日-7 月 26 日（行政事业类 ）

专 题： 政府会计制度解析与实务操作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与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犯罪与违纪典型案例分析

最新财税热点及政策解读

预算绩效管理操作实务

压力与心理调适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802

第二期

7月 29 日-8 月 2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企业战略视角与方法改进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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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三期

7月 29 日-8 月 2日 (企业类)

专 题： 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分析

企业价值链成本管理实务

投资战略与价值链的税务考量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全智能生态实地考察

数字智能时代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

培训单位：用友集团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用友产业园数字体验馆 B101

第四期

7月 29 日～8月 2日（企业类）

专 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会计的发展、演进与展望

国家最新财税改革及案例分析

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

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与评价

合同管理的风险防范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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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业模式下，企业投融资设计与实现路径

PPP项目实操解析

培训单位：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培训地点：北京建设大厦(全季酒店)五层多功能厅

第五期

7 月（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政府全面预算管理解决方案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规程

政府收支管理制度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宏观经济与产业经济分析

国学基础知识

培训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

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 26号诸园文化教育产业园

西门一层（正保礼堂）

第六期

7月（企业类）

专 题： 战略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项目投资决策分析与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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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成本分析与控制

宏观经济与产业经济分析

国学基础知识

培训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

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 26号诸园文化教育产业园

西门一层（正保礼堂）

第七期

8月 5日-8 月 9日（企业类）

专 题：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国有企业投融资与负债管理

永续债的会计处理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会计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

第八期

8月 12 日-8 月 16 日（企业类）

专 题： 国有企业资本运营实务与风险管理

公司估值与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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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度经营计划到财务预算落地

现金流预测、预算与分析

卓越执行力塑造

培训单位：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国际竹藤大厦

第九期

8月 12 日-8 月 16 日（企业类）

专 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热点解读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

基于战略的全面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实践

国企国资改革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国学精粹与管理智慧

增值税最新政策与实务操作分析

健康中国，从心开始—个人健康管理

新形势下的资产管理与配置

培训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北京宝之谷国际会议中心

第十期

8月 12 日-8 月 16 号 (企业类)

专 题： 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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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体系建设与企业风险控制

互联网+全球资金管理及信息化实施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全智能生态实地考察

数字智能时代的财务共享中心建设

国学智慧与领导力

培训单位：用友集团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用友产业园数字体验馆 B101

第十一期

8月 19 日-8 月 23 日（企业类）

专 题： 中国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分析与企业应对

税务政策最新发展形势与趋势探究

现金流预测、预算与分析

危机公关与舆情管理

培训单位：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成都浣花溪假日酒店

第十二期

8月 19 日—8月 23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政府会计制度讲解

新个人所得税变化及应对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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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政府会计实务操作重点难点解析

数字化转型下的智能财务应用与趋势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

第十三期

8月 19 日-8 月 23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摩擦

机关运行成本管理创新

学术论文选题与写作规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减税降费

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中的重点难点及新旧衔接策略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施与优化

文化自信：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演示

培训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北京宝之谷国际会议中心

第十四期

8月 19 日-23 日（企业类）

专 题： 企业集团财务转型及管理会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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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财务转型

企业集团财务转型的路径设计及手段

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实践案例分享

我国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及应用指引解读

管理会计方法案例解析与信息化实践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十五期

8月 19 日-23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专题

财税体制改革趋势解读

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政策解读

全面预算与绩效评价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使用的绩效与评价

地方债与政府投融资管理

PPP政策解读与案例解析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十六期

8月 19 日～8月 23 日 (企业类&行政事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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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会计的发展、演进与展望

国家最新财税改革及案例分析

PPP项目实操解析

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中的重点、难点解析

审计结果对单位财务管理的启示

培训单位：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培训地点：北京建设大厦(全季酒店)五层多功能厅

第十七期

8月 19 日—8月 23 日（企业类）

专 题： 2019年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解读

财报分析与公司估值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最新税收政策解析与涉税风险防范

企业内部审计在反舞弊中的作用与实务

卓越领导力修炼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802

第十八期

8月 19 日-8 月 23 日（企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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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全球价值链—中美经济摩擦与中国应对

管理者的会计理论

企业财务管理

企业财务报表阅读与分析

财务诊断与动态风险管理

高级财务会计

企业内部控制

2019增值税新政策解析

税收风险控制

华为管理之道～战略、文化与管理体系全解

培训单位：航天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培训地点：天佑大厦（海淀区北蜂窝路甲 15号）

第十九期

8月 26 日-8 月 30 日（企业类 ）

专 题：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境外发债:理论、实践与案例

个人所得税政策解析及应对策略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的最新发展及应用

感受音乐的魅力

培训单位：北京中财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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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国管局东坝服务中心

第二十期

8月（行政事业类）

专 题：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操作指南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与新旧衔接

政府会计准则解读及典型案例分析

会计领域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案例解读

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

培训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

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 26号诸园文化教育产

业园西门一层（正保礼堂）

第二十一期

8月（企业类）

专 题： “一带一路”企业涉税风险防控

企业改制上市的流程及方法

企业并购重组基本程序及典型案例分析

企业融资实务与案例

会计领域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案例解读

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

培训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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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 26号诸园文化教育产

业园西门一层（正保礼堂）

第二十二期

9月 2日-9 月 6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集团基于价值的财务管理体系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企业会计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二十三期

9月 6日-9 月 20 日（企业类）

专 题： 2019年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解读

财报分析与公司估值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最新税收政策解析与涉税风险防范

企业内部审计在反舞弊中的作用与实务

卓越领导力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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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802

第二十四期

9月 8日—9月 12 日（企业类）

专 题：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

中美贸易争端现状及未来发展展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物权法》与企业财产权保护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

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解读

数字时代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与实践案例

结业考试

培训单位：铁道党校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27号

第二十五期

9月 16 日-9 月 20 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企业投融资管理：策略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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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会计工作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二十六期

9月 16 日—9月 20 日（企业类）

专 题： 财务建模——财务模型基础认知与构建流程

国地税合并元年汇算清缴填报策略与攻坚实务

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高级应用

阳光心态建设与情绪压力管理

培训单位：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上海财经大学

第二十七期

9月 16 日-9 月 20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基于巡视报告的行政事业单位风险管理

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如何做好财务管理（包括预算绩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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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养生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缓解现代工作生活压力，健康前行

培训单位：北京中财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国管局东坝服务中心

第二十八期

9月 16 日-9 月 20 日 (企业类)

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分析

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

集团财务管控与价值创造

大企业税务管理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全智能生态实地考察

培训单位：用友集团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用友产业园数字体验馆 B101

第二十九期

9月 16 日—9月 20 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全球价值链—中美经济摩擦与中国应对

管理者的会计理论

企业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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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报表阅读与分析

财务诊断与动态风险管理

高级财务会计

企业内部控制

2019增值税新政策解析

税收风险控制

华为管理之道～战略、文化与管理体系全解

培训单位：航天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培训地址：中工大厦（海淀区增光路 45号）

第三十期

9月 17 日-21 日（企业类）

专 题： 新企业会计准则专题

企业会计准则修订与发展

新修订会计准则项目解读与实务操作

新准则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协调

新准则下财务报表格式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三十一期

9月 17 日-21 日（行政事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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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政府会计改革与内部控制专题

财税体制改革发展与趋势

政府会计改革背景及政策最新解读

政府会计制度新旧衔接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体系及典型案例分析

单位层面及具体业务层面内控流程梳理与优化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三十二期

9月 23 日-9 月 27 日 (企业类)

专 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会计的发展、演进与展望

国家最新财税改革及案例分析

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

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与评价

合同管理的风险防范与控制

新商业模式下，企业投融资设计与实现路径

PPP项目实操解析

培训单位：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培训地点：北京建设大厦(全季酒店)五层多功能厅

第三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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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行政事业类）

专 题： 事业单位财务报表编制与分析

行政事业单位年终决算报表的编制

财政管理与财政投资绩效评价

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

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中的运用与实践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及发展

商务仪表礼仪

培训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

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 26号诸园文化教育产

业园西门一层（正保礼堂）

第三十四期

9月（企业类）

专 题：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

业绩计量与股权激励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及发展

商务仪表礼仪

培训单位：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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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安苑北里 26号诸园文化教育产

业园西门一层（正保礼堂）

第三十五期

10 月 13 日- 10 月 19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新经济 新模式 新会计

政府会计改革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中重点难点问题解读

预算绩效管理相关问题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路径与方法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中国的南海战略与美国亚太战略解读

培训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第三十六期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企业类）

专 题： 公司估值与财务分析

经济责任审计与案例分析

采购业务中的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

现金流预测、预算与分析

危机公关与舆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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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单位：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 成都浣花溪假日酒店

第三十七期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 (企业类&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会计的发展、演进与展望

国家最新财税改革及案例分析

PPP项目实操解析

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中的重点、难点解析

审计结果对单位财务管理的启示

培训单位：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培训地点：北京建设大厦(全季酒店)五层多功能厅

第三十八期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 (企业类)

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分析

集团财务管控与价值创造

税收筹划

京东大数据、云计算案例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全智能生态实地考察

国学智慧与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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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单位：用友集团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用友产业园数字体验馆 B101

第三十九期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企业类）

专 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热点分析

企业内控重难点及常见问题解析

国家税收筹划升级与税务风险防范

国学精粹与管理智慧

新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管理审计现状与启示

培训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北京石油科技交流中心

第四十期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企业战略视角与方法改进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 22 -

当前中国财税改革和政策热点分析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四十一期

10 月 21 日-25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专题

财税体制改革趋势解读

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政策解读

全面预算与绩效评价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使用的绩效与评价

地方债与政府投融资管理

PPP政策解读与案例解析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四十二期

10 月 21 日-10 月 25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政府会计制度解析与实务操作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与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犯罪与违纪典型案例分析

最新财税热点及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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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管理操作实务

压力与心理调适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802

第四十三期

10 月 21 日-25 日（企业类）

专 题： 企业集团财务转型及管理会计专题

数字经济时代财务转型

企业集团财务转型的路径设计及手段

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实践案例分享

我国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及应用指引解读

管理会计方法案例解析与信息化实践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四十四期

10 月 23 日-10 月 27 日（行政事业类&企业类）

专 题： 减税降费政策解读

新个税的实施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解读——金融工具、收入

上市公司报表分析及报表舞弊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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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下的财务管理

基于价值链的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改革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培训单位：北京环球优路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

第四十五期

10 月 28 日-11 月 1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企业战略视角与方法改进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中美贸易战的趋势、影响与策略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四十六期

11 月 5日—11 月 9 日（行政事业类&企业类）

专 题： 企业内部控制

战略预算管理

最新政府会计准则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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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谈判策略

企业并购重组与价值创造

互联网+时代的管理会计应用

培训单位：上海恒企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培训地点：恒企教育北京校区

第四十七期

11 月 11 日-15 日（企业类）

专 题： 企业 IPO与并购重组实务操作专题

国内外资本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

IPO最新监管政策解读与风险点识别

企业并购重组交易方案设计

IPO中涉及的企业会计准则重点与难点问题

企业上市中的涉税事项

企业投融资战略

科创板上市条件、试点注册制及对发行、上市、信披、

交易及投资者适当性的管理解读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四十八期

11 月 11 日-15 日（行政事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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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政府会计改革与内部控制专题

财税体制改革发展与趋势

政府会计改革背景及政策最新解读

政府会计制度新旧衔接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体系及典型案例分析

单位层面及具体业务层面内控流程梳理与优化

培训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培训地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第四十九期

11 月 11 日-11 月 15 日（行政事业类&企业类）

专 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投融资分析

财务报表分析与价值创造

基于战略的全面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实践

国学精粹与管理智慧

学术论文选题与写作规范

财务管理人员风险防范

健康中国，从心开始-个人健康管理

新形势下的资产管理与配置

培训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北京万方苑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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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期

11 月 11 日-11 月 15 日 (企业类)

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分析

基于战略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互联网+全球资金管理及信息化实施

国际税改及中国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全智能生态实地考察

国学智慧与领导力

培训单位：用友集团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用友禅悦苑数字体验馆 B101

第五十一期

11 月 11 日-11 月 15 日（企业类）

专 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管理会计工具与管理决策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集团基于价值的财务管理体系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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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期

11 月 18 日—11 月 22 日（企业类）

专 题： 税务新格局下的政策解析与风险规避

现金流预测、预算与分析

企业成本控制与盈利能力提升

公司估值与财务分析

商务礼仪与谈判策略

培训单位：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国际竹藤大厦

第五十三期

11 月 18 日～11 月 22 日 (企业类)

专 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会计的发展、演进与展望

国家最新财税改革及案例分析

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

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与评价

合同管理的风险防范与控制

新商业模式下，企业投融资设计与实现路径

PPP项目实操解析

培训单位：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培训地点：北京建设大厦(全季酒店)五层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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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期

11 月 18 日-11 月 22 日 （企业类&行政事业类）

专 题：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政府会计制度

企业涉税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的会计工作

政府会计实务操作重点难点解析

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与评价方法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

第五十五期

11 月 18 日—11 月 22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政府会计制度解析与实务操作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与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犯罪与违纪典型案例分析

最新财税热点及政策解读

预算绩效管理操作实务

压力与心理调适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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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期

11 月 25 日-11 月 29 日（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政府会计制度讲解

新个人所得税变化及应对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与内控报告的编制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政府债务

数字化转型下的智能财务应用与趋势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五十七期

12 月 9日～12 月 13 日 (企业类&行政事业类)

专 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会计的发展、演进与展望

国家最新财税改革及案例分析

PPP项目实操解析

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中的重点、难点解析

审计结果对单位财务管理的启示

培训单位：中国建设会计学会

培训地点：北京建设大厦(全季酒店)五层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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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期

12 月 9日-12 月 13 日 （行政事业类）

专 题：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务及报告撰写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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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单位：用友集团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用友产业园数字体验馆 B101

第五十九期

12 月 9日-12 月 13 日（企业类）

专 题：中国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分析与企业应对

公司估值与财务分析

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高级应用

创新思维与决策艺术

培训单位： 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 北京国际竹藤大厦

第六十期

12 月 9日-12 月 13 日（企业类）

专 题： 中国与全球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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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视角与方法改进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永续债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第六十一期

12 月 16 日—12 月 20 日（企业类）

专 题： 2019年最新企业会计准则解读

财报分析与公司估值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最新税收政策解析与涉税风险防范

企业内部审计在反舞弊中的作用与实务

卓越领导力修炼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802

第六十二期

12 月 16 日—12 月 20 日（企业类）

专 题：财务战略模型与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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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政策最新发展形势与趋势探究

公司估值与财务分析

哲学思想与管理智慧

培训单位： 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培训地点： 上海财经大学

第六十三期

12 月 23 日-12 月 27 日（企业类）

专 题： 201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国有企业投融资与负债管理

股份支付

最新企业会计准则

增值税改革新政解读

企业会计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培训单位：中国财政科学院培训中心

培训地点：新知大厦 218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