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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投 资 协 会 

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文件 
投融培〔2021〕6 号 

 
关于举办国有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财务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预算法实施条

例》（国令第 729 号）有关规定，确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有效实施，加

大预算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规范预算支出管理，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切实有序推进各单位统筹规划预算绩效评

价工作，充分发挥内控体系对中央企业强基固本作用，进一步提

高重大风险防控能力，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会同

北京中建科信信息咨询中心举办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全面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财务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培训班。  

本次培训旨在帮助各级政府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及中央国有

企业相关财务管理人员，从全面预算管理角度编制合理的预算并

有效实施；从新版纳税申报角度，深入讲解新版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新纳税申报的表内、表间逻辑关系及涉税实务与风

险控制；把握准则变革的发展方向，通过丰富的实务案例，了解

准则执行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全面提升红线意识和履责能

力，加强内部控制和预算绩效管理，实现“强内控、防风险、促

合规”的管控目标。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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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北京中建科信信息咨询中心 

二、培训内容（详细内容见附件） 

1.全面预算管理与控制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解读 

3.《预算法实施条例》热点、难点问题解读 

4.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务 

5.行政事业单位重点领域预算绩效管理与实务案例 

6.国企财务管理与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 

7.国有企业减税降费背景下各类企业主要涉税风险 

8.国有企业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增值税新政解析与风险应对 

三、培训对象 

各级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中央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等

部门财务工作分管领导、总会计师，财务预算管理、计划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管理、监察审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管

理人员。 

四、授课专家 

拟邀请财政部相关部门领导，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会计学院等院校教授，业内专家学者授课。 

五、时间地点 

2021 年 5 月 14 日—5月 18 日  郑州市（14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5月 28 日—6月 11 日  西安市（28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6月 18 日—6月 22 日  长沙市（18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7月 16 日—7月 20 日青岛市（16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8月 13 日—8月 17 日银川市（13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9月 13 日—9月 17 日武汉市（13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9月 25 日—9月 29 日成都市（25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珠海市（22 日全天报到） 

六、相关事宜 

（一）培训费用 



A.2980 元/人（

午餐），住宿统一安排

B.3980 元/人（

议期间午餐），住宿统一安排

C.5980 元/人（

议期间食宿等）。 

培训结束由中国

会共同颁发《金融财务规划师

师》《内控风险管理师

冠彩色照片（电子版

各一份。证书查询:http://www.chinanet.gov.cn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国恒

传  真：010- 56916269         

手  机：18611175931

  

 

附件：1.培训内容

2.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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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培训、资料、课件、场地费用及会议期间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含证书、培训、资料、课件、场地费用及会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含证书、培训、资料、课件、场地费用及会

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北京企业管理咨询协

金融财务规划师》《财务风险分析师》《

内控风险管理师》证书。需提供报名回执表、

电子版）、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

http://www.chinanet.gov.cn。

联系方式 

张国恒               电话：010- 56916269

56916269         邮箱：2851902106@qq.com

18611175931 

内容 

报名回执表 

 

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1 日

场地费用及会议期间

场地费用及会

场地费用及会

北京企业管理咨询协

》《财务管理

、二寸白底免

学历证书（复印件）

。  

56916269 

2851902106@qq.com 

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 

日 

http://www.chinane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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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培 训 内 容 

一、全面预算管理与控制 
1.预算的基础内容 
2.预算的组织结构 
3.责任中心与预算编制方法 
4.财务预算编制与现金流管理 
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解读 
1.加大预算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2.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 
3.严格预算编制管理，增强财政预算完整性 
4.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 
5.加强风险防控，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三、《预算法实施条例》热点、难点问题解读 
1.背景与意义 
2.修订原则 
3.主要改革与创新 
4.重要具体条款解读 
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务 
1.资产管理体制 
2.资产管理目标 
3.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4.从人大监督角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问题 
5.资产管理政策与定义 
6.资产配置管理与核算 
7.资产使用管理与核算 
8.资产处置管理与核算 
9.资产清查核实与核算 
10.资产报告编报体系及修订情况 
11.难点问题解析 
（1）固定资产修缮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困惑 
（2）固定资产折旧调整操作难点 
（3）固定资产后续计量的账务处理与资产管理的衔接问题 
五、行政事业单位重点领域预算绩效管理与实务案例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评价 
3.PPP 项目绩效管理最新政策解读与应用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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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5.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 
6.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评价 
六、国企财务管理与融资平台公司的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 
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财税相关政策问题 
2.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 
3.投融资决策与风险管理 
4.融资平台公司财务标准化管理 
5.如何结合业务流程实现财务管理流程的标准化 
6.如何实现财务信息系统标准化 
7.募集资金有关法律体系和制度建设 
8.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用途、监管、披露及其他限制

性规定 
9.企业设立的纳税筹划、投资环节、采购环节及内部管理制度的

纳税筹划 
七、国有企业减税降费背景下各类企业主要涉税风险 
1.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2.减税降费背景下各类企业主要涉税风险来源与分析 
3.增值税下企业销项侧和进项侧的各类主要财税风险点 
4.企业所得税下收入侧和费用侧的各类主要财税风险点 
5.个人所得税下企业主要扣缴涉税风险与分析 
6.新财税环境下企业税务稽查涉税风险点及管控 
7.企业主要财税风险与内部控制案例分享及探讨 
八、国有企业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增值税新政解析与风险应对 
1.企业经济效益影响与分析 
2.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与应对 
3.企业成本项目的影响与应对 
4.企业采购工作的影响与应对 
5.企业合同管理的影响与应对 
6.企业物资管理的影响与应对 
7.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发票工作的影响与应对 
8.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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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有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 财务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联系人：张国恒               电话：010- 56916269 

传  真：010- 56916269         邮箱：2851902106@qq.com 

单位名称  邮编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部门职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参加培训人员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是否住宿 □是     □否 住宿标准 □单住(需另补床位费) □合住 

参会地点  
  证书申报 

（每人仅限一项）

《金融财务规划师》□ 

《财务风险分析师》□ 

《财务管理师》    □ 

《内控风险管理师》□ 

标准选项 A:2980 元□       B：3980 元□     C.5980 元□ 

付款方式 □银行     □网银 金额  

需要与专家 

沟通的问题 

 

收款账户 

单位名称： 北京中建科信信息咨询中心  

开 户 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玉渊潭支行亮甲店分理处  

账    号： 0405 0401 0300 0007 362 

备注 

请将《报名回执表》发送至会务组，并于报名 3 

日内将培训费汇至指定账户，会务组确认收到培 

训费后即发《参会凭证》，详细说明培训安排具 

体事项。 

       单位印章 

    202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