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2022年度教育培训计划表

一、企业类专题培训

序号 培训（研讨）班名称 培训（研讨）内容
主（承）办

单位
培训
天数

培训
期数

培训 
时间

培训
地点

1
中西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总
会计师及其财务管理人员

素质提升公益培训班

专题一、企业战略管理
专题二、企业会计准则
专题三、基于战略的全面预算管理
专题四、战略成本管理
专题五、投融资与资本运营管理                                    
专题六、税收筹划与风险管理                                

中总协 5天 2期 待定
上海国
家会计
学院

2
数字经济时代的财务转型
与业财融合暨管理会计能

力提升系列培训班

专题一、公司财务战略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
专题二、业财融合与管理会计价值创造
专题三、企业投融资策略与资本运营
专题四、大数据内部审计实务操作与智能审计应用
专题五、国资内控监管要求下企业内控合规与风险管控
专题六、基于战略目标的全面预算管理
专题七、企业战略成本管理与价值链成本管控
专题八、大数据时代的财务报表分析和新准则下报表格式变动案例解读
专题九、企业会计准则最新调整与实务应用
专题十、金税四期税收管理变化与纳税风险管控及税务筹划               

中总协   
委托机构

5天 22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3
新时代财务管理人员实务
操作与素质提升系列培训
班

专题一、成本分析与管理决策
专题二、财务分析与价值创造
专题三、企业预算控制与绩效评价
专题四、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专题五、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与案例                                     
专题六、智能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营实战                      
专题七、投融资管理与公司并购及重组                               
专题八、数字化时代的业财融合实务与案例分析                       
专题九、财务人员法律素质提升与《民法典》权威解读                
专题十、税务管理与筹划                                          
专题十一、企业最新会计准则调整与实务应用

中总协   
委托机构

5天 20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4
财务数智化转型与智能化
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系列专
题培训班

专题一、财务数智化转型与司库体系建设
专题二、智能化共享服务中心建设、运营与价值提升
专题三、财税数字化运营体系建设
专题四、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建设与优化
专题五、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6期 4-11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5
保险公司财会热点、难点
问题深度解析专题培训班

专题一、新保险合同准则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专题二、偿二代二期相关规则解读及其对保险业的影响
专题三、金税四期深度解析与财务应对策略
专题四、保险公司投资管理策略及典型案例分析                         
专题五、变革中的保险公司精算管理                                
专题六、保险公司业财融合下财务管理能力提升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3期 3-11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6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与风险
管理实务专题培训班

专题一、保险资金运用最新监管政策与发展展望
专题二、固定收益类投资管理实务
专题三、权益类投资管理实务                                      
专题四、另类投资管理实务                                         
专题五、其他创新业务投资策略及典型案例分析                       
专题六、保险资金运用投后管理实践与典型案例分析                     
专题七、保险资金运用全面风险管理实务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3期 3-9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7
保险公司内审人员专业能
力与素质提升培训班

专题一、数字化转型下内部审计的挑战
专题二、新保险会计准则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专题三、保险公司内审实务探讨                                    
专题四、银保监会法规更新及对内审的影响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3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8
经常项目外汇管理及业务
实务专题培训班

专题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调整与形势分析
专题二、《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版）》解读与实务
专题三、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管理政策与实务
专题四、服务贸易外汇业务管理政策与实务                          
专题五、个人外汇业务及外币现钞存取、携带相关政策与实务          
专题六、银行外汇收支常见违规问题及典型案例分析                  
专题七、银行外汇内部控制与业务合规实务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8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9
商业银行内审人员专业能
力与素质提升培训班

专题一、新发展阶段银行内控审计最新政策与变革创新
专题二、新《审计法》解读
专题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实务
专题四、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稽核）实务                               
专题五、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审计                                  
专题六、商业银行审计沟通技巧和方法                              
专题七、商业银行数字化审计建设与应用探索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8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0
商业银行资产保全业务能
力提升培训班

专题一、货币信贷管理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详解
专题二、呆账核销政策与操作实务
专题三、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实务
专题四、信贷资产质量管控与典型信贷风险处置                         
专题五、资产保全中的法律问题与风险防范                           
专题六、商业银行资产保全数字化建设与应用探索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6期 4-11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1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实
务专题培训班

专题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监管制度框架详解
专题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实务
专题三、商业银行定价管理实务
专题四、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实务                                 
专题五、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实务                                       
专题六、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探索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7期 3-11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2
全国工会财务干部能力提
升培训班

专题一、工会财务管理改革形势与高质量发展趋势解读
专题二、新《工会会计制度》解读与应用
专题三、工会预算管理实务
专题四、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务                                       
专题五、工会经费审查实操                                         
专题六、工会财务干部领导力提升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10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3
新准则下银行业财会人员
业务能力与素质提升专题
培训班

专题一、银行业会计准则发展趋势解读
专题二、银行业收入、租赁会计准则解读与应用
专题三、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解读与应用                           
专题四、新准则下银行财会热点难点问题与应对                      
专题五、新准则下银行业领导力提升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5期 5-9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4
银行账户管理及风险防范
培训班

专题一、新阶段银行账户监管要求及风险防范
专题二、“断卡”行动反诈实务
专题三、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全流程风险管控实务                       
专题四、单位银行账户风险管控实务                                
专题五、个人银行账户风险管控实务                                
专题六、银行账户涉赌涉诈风险防控实务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8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5
偿二代二期工程相关规则
全面解读培训班

专题一、偿二代二期工程监管框架解读
专题二、第一支柱及其监管规则解读
专题三、第二支柱及其监管规则解读                                  
专题四、第三支柱及其监管规则解读                                
专题五、偿二代二期新监管规则解读                                
专题六、偿二代二期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提升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6期 1-11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6
金税四期下保险公司税务
稽查与风险防范专题培训
班

专题一、“以数治税”时代最新财税政策解读
专题二、金税四期深度解析与应对策略
专题三、金税四期预警规则与预警指标                                 
专题四、保险公司税务稽查实务                                    
专题五、保险公司高发税务风险点与应对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5期 2-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7
金税四期下国有企业纳税
自查系统方案与风险防范
专题培训班

专题一、“以数治税”时代最新财税政策解读
专题二、金税四期深度解析与应对策略
专题三、国有企业增值税政策执行情况自查                             
专题四、国有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情况自查                             
专题五、国有企业个人所得税政策执行情况自查                       
专题六、国有企业关联交易政策自查                                
专题七、金税四期下国有企业税务风险防范实务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9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18
全国代理记账机构负责人
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课程特色：课程设置实用、协会专家和实战派企业家授课、精英化课堂、
多种教学形式、班主任伴学服务、搭建高端交流平台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4期 4-12月 北京

二、行政事业单位专题培训

序号 培训（研讨）班名称 培训（研讨）内容
主（承）办

单位
培训
天数

培训
期数

培训 
时间

培训
地点

1
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
总会计师及其财务管理人
员素质提升公益培训班

专题一、宏观经济形势
专题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析                                       
专题三、预算绩效管理                                            
专题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专题五、党建知识            

中总协 5天 2期 待定
上海国
家会计
学院

2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最新解
释与重难点解析和预算绩
效、成本核算、国有资产
管理专题培训班

专题一、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最新解释及重难点解析与合并报表编制
专题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与重点绩效评价实务           
专题三、行政事业单位成本核算管理                                 
专题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中总协   
委托机构

4天 27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3
新时代行政事业单位财务
与管理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培训班

专题一、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下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
专题二、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与实施
专题三、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热点难点问题实操案例分析               
专题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与运行评价、内控报告编报               
专题五、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专题六、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                                 
专题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                                      
专题八、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与分析                                   
专题九、财务人员法律素质提升与《民法典》权威解读                 
专题十、政府采购操作规程与风险防范

中总协   
委托机构

5天 53期 3-12月
详见 
培训 
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