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用人单位内部公示版）

单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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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时间： 年 月 日31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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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

杨洋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000000246306
2021-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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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杨洋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8-07-07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3***************0 曾用名

出生地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身体状况 健康

现从事专业

及时间
会计(12年) 参加工作时间 2011-08-01

手机号码 182****9266 电子邮箱 542989809@qq.com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学校

2011-06-15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专业 学制 学历（学位）

会计学 4年 本科(学士)

现工作单位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小浃江中路518号6幢1号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非公有制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 宁波海天驱动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及取得时

间

资格取得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审批机关

2014-10-26 会计类 - 中级

聘任专业技术职

务及取得时间

取得时间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2019-01-01 会计 - 会计师

2015-01-01 会计 - 会计师

申报类型 民营企业

职称外语成绩 职称计算机成绩

懂何种外语，

达到何种程度

        本人于2010年度取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四级证书，在生活与工作中能

较熟练地进行沟通、写作与处理一些英文合同等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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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  育  经  历

日期 学校名称/学位授予单位 学历/学位 学制 专业

2007-09-05~

2011-06-15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本科 4年 会计学

2011-06-15 浙江工商大学 学士 - 会计学

2.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是否援藏援

疆援青援外

是否博士后

工作经历

2019-01-01~

2021-08-17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

有限公司

会计师 会计专业人员-会

计

否 否

2015-01-01~

2019-01-01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

有限公司

会计师 会计专业人员-会

计

否 否

2012-08-01~

2014-12-31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

有限公司

主办会计 会计专业人员-会

计

否 否

2011-08-01~

2012-08-01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

有限公司

会计员 会计专业人员-会

计

否 否

3.继 续 教 育 （ 培 训 ） 情 况

起止时间 组织单位 培训项目 课程类型 学时 学习情况

2020-01-01~

2020-12-31

财政部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72.0 2020年度高级会计师考试

合格。

2020-01-01~

2020-12-31

财政部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一般公需

课程

18.0 2020年度高级会计师考试

合格。

2019-12-01~

2019-12-31

北京网学时代

教育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企业股权激励

与风险控制

专业课程 48.0 本人于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参加

领匠教育《企业股权激励

与风险控制》课程培训

，学满48课时。

2019-11-01~

2019-11-30

北京网学时代

教育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新会计准则下

的企业盈余管

理

专业课程 72.0 本人于2019年11月1日

—2019年11月30日，参加

领匠教育《新会计准则下

的企业盈余管理》课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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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满72课时。

2019-01-01~

2019-12-31

东奥会计在线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72.0 学满2019年度会计专业学

时：72学时。

2019-01-01~

2019-12-31

宁波市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

育网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一般公需

课程

18.0 学满2018年度人社部门公

需课：18学时。

2018-09-21~

2018-09-21

海天塑机集团

有限公司

“S4 HANA

ERP项目

—FI/CO模块

”财务培训

其他课程 4.0         2018年9月，基于

18年10月1号会计准则中相

关准则最新变动要求与新

系统中FI/CO模块上线相应

方案决策，召开海天集团

层面会计人员培训，并针

对财务人员工作中遇到的

疑难财务问题，及时提供

帮助与指导，从而逐步提

高财务人员专业知识与业

务技能水平，保障财会工

作处理质量。

2018-07-01~

2018-07-31

北京网学时代

教育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企业并购重组

及融资创新的

税收筹划专题

专业课程 96.0 本人于2018年7月1日

—2018年7月31日，参加领

匠教育《企业并购重组及

融资创新的税收筹划专题

》课程培训，学满96课时

。

2018-03-27~

2020-08-26

北京大成方略

纳税人俱乐部

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

个人所得税风

险分析与税收

规划、股权激

励方案设计、

国地税合并下

企业经营全程

64个纳税风险

管理等课程

专业课程 96.0 本人于2018年03月

—2020年08月期间参加了

大成方略旗下关于财税管

理、预算体系、资本运作

以及成本管控等一系列课

程。同时将课程培训中学

习到的新知识、新理念有

效融入到自身所在企业抑

或集团的日常经营以及投

融资等实务活动中，以更

好地体现“理论指导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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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验证理论”的专业

主线。

2017-01-01~

2018-12-31

东奥会计在线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48.0 学满2017年度会计专业学

时：24时；学满2018年度

会计专业学时：24时。

2016-01-01~

2016-12-31

中华会计网校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24.0 学满2016年度会计专业学

时：24时。

2014-01-01~

2015-12-31

财政部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48.0 2014年度通过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2015年度因

2014年度会计中级考试有

1个以上科目合格。

2012-01-01~

2013-12-31

中华会计网校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48.0 学满2012年度会计专业学

时：24时；学满2013年度

会计专业学时：24时。

2011-01-01~

2011-12-31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

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

专业课程 24.0 2011年取得会计类专业本

科学历（2011年度已完成

24小时继续教育）。

4.学 术 技 术 兼 职 情 况

起止时间 单位或组织名称 所任职务 工作职责

无

5.获 奖 情 况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名称

无

6.获 得 荣 誉 情 况

授予时间 授予单位 级別 荣誉称号名称

2020-04-01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海天集团高潜质人才

7.主 持 参 与 科 研 项 目 （ 基 金 ） 情 况

起止时间 来源（委托单位） 级别 项目类型 金额（万元） 项目（基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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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1~

2021-05-13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区域改革发展研

究所经济研究中心

国家级 纵向项目 0.000000 ERP系统助力企业

财务内控管理应用

思考

8.主 持 参 与 工 程 技 术 项 目 情 况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或参与 本人职责

无

9.论 文

发表时间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论文类别 排名

2021-06-15 SAP系统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智能

化及精益化★

今日财富 国际期刊 通讯

作者

2021-05-20 加强对私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

★

财会学习 国际期刊 通讯

作者

10.著 （ 译 ） 作 （ 教 材 ）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书名 ISBN 作者 出版物类型

无

11.专 利 （ 著 作 权 ） 情 况

批准时间 专利（著作权）名称 类别 发明(设计)人

无

12.主 持 （ 参 与 ） 制 定 标 准 情 况

发布时间 标准名称 主持或参与 标准级别 标准编号

2020-09-21 海天集团—海天驱动集团

—费用类科目（含二级、

三级明细科目）统一归集

、核算标准

主持 其他标准 无

2019-01-07 《海天驱动集团内部控制

制度》（修订版）

参与 其他标准 无

2018-12-03 《海天驱动集团费用报销 主持 其他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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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2018-10-15 《海天集团财务管理制度

》（2018年修订版）

参与 其他标准 无

2017-07-03 《海天驱动集团成本核算

制度》（2017年新版）

主持 其他标准 无

2017-01-10 《研发费用财务管理制度

》、《研发准备金制度》

、《研发费用辅助账管理

办法》

主持 其他标准 无

13.成果被批示、采纳、运用和推广情况

立项时间 产品技术名称 已取得的社会效益
技术创新水平（在国内外同

行业中的地位）

2021-04-12 主持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

系，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

率

无。         最终与德勤公司

财务数字化专家小组共同

搭建集团下统一各预算报

表的信息化数字建设，实

现每月度、年度预算报表

数字化生成，切实保障预

算指标的合理性，促使公

司成本费用支出始终处于

可控状态，使有限的资金

发挥出最佳效益，为达成

年度经营目标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2020-12-15 主持制定各公司主体业绩

考核方案，全面推动提高

集团营运水平

无。 无。

2020-11-09 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海

天集团—海天驱动集团

—搭建费用报销智能化平

台—“汇联易”

无。        2020年11月，本人

参与海天集团下由集团财

务本部、集团人资本部、

数据信息中心部门三位一

体，联合、共同搭建了集

团费用报销智能化平台

—“汇联易”。期间，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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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主持海天集团下“海天

驱动集团产业”“汇联易

”智能化平台的全程搭建

、开展、试运行以及最终

上线工作，使各产业主体

下各自银行户头、SAP财务

处理系统、HR人员部门明

细三位一体实现“智能对

接”，使每月度繁琐、量

大的费用报销账务处理实

现系统“一键生成

”，SAP系统自动对接生成

完整会计分录，使公司财

务数据与银行系统数据实

时生成，账实相符，大幅

节约了财务会计人员人力

与时间成本，提高了数据

核算的准确性，规避了公

司资金流失。

2019-12-05 主持开展资本运作事宜

，增强企业持续经营与发

展能力

无。 无。

2019-11-18 强化成本管理，推动提高

企业利润水平

无。 无。

2019-10-22 参与推行集中采购模式

，助力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无。 无。

2019-06-03 主持开展资本运作事宜

，增强企业持续经营与发

展能力

无。 无。

2019-05-23 主持开展资本运作事宜

，增强企业持续经营与发

展能力

无。 无。

2018-12-10 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合

并报表模块开发

无。         根据海天集团财

务管理要求，2018年12月

，本人作为财务骨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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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SAP新系统升级

上线工作，负责开发合并

报表模块，期间与集团信

息中心分项目组人员及系

统开发公司人员保持良好

沟通，参与系统前期规划

研讨，做好合并报表取数

逻辑提供以及勾稽验证工

作，并跟进系统模块试运

行，及时反馈、解决模块

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最终

推动合并报表模块于

2019年5月顺利上线、运行

，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促使集团合并报表出具

时间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

缩短为现在的5个工作日

，减轻了财务人员工作强

度，有助于为管理层决策

提供更为高效、保质的财

务信息。

2018-11-09 主持应收账款管理工作

，降低企业坏账风险

无。         2018年11月至今

，本人主导清理海天驱动

集团下各主体超期/到期应

收款项，配合集团SAP信息

小组开发NSRM系统，从而

形成金税开票软件系统与

SAP系统的完美衔接（本人

主要负责依据销售订单-出

运订单-生成完整财务会计

分录的取数逻辑提供）以

及CBS网银系统与SAP系统

的完美衔接（本人主要负

责CBS网银系统实时银行汇

款数据到SAP系统excel表

格模板导入生成完整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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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分录导入逻辑提供

），从而使销售后勤实时

跟踪每个客户各自对应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纸质开

具-应该账款生成-应收账

款回笼”动态全过程，最

终及时反馈至对应负责区

域的业务员以及对应领导

。

2018-08-09 参与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推动增强企业风险防范

能力

无。 无。

2018-04-16 主持开展税务筹划，合理

降低企业纳税负担

无。 无。

2016-04-11 参与财政补贴资金申报项

目，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

力

无。 无。

2015-01-22 主持开展税务筹划，合理

降低企业纳税负担

无。 无。

14.资 质 证 书

有效期 发证机构 证书名称 专业名称 证书等级

2015-01-14~

长期有效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中级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会计 中级

2010-08-18~

长期有效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初级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

会计 初级

15.奖惩情况

时间 名称 类型 描述

无

16.学术报告讲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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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举办单位或部门 地点 参加对象
参加

人数
主题

无

17.考核情况

考核年度 用人单位名称 考核等次 考核意见

2020年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

司

优秀 优秀

2019年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

司

优秀 优秀

2018年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

司

优秀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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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本人述职

1、主持制度建设工作。2016年11-12月期间制定3项研发管理制度，规范研发费用的使用，助力研发

业务稳步开展；2017年1月制定《海天驱动集团成本核算制度》，为开展成本预测、计划、分析、考

核和改进等控制工作提供有力参考依据；2018年4月编制《集团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会工作行为

，减少财务差错与违规问题产生；2018年8-10月修订《集团内部控制制度》，保障公司经济活动合法

合规、资产安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2018年9-11月撰写《集团费用报销管理制度》，保障公司资金

支出的合理合规性。

2、主持应收账款管理工作，2018年11月通过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报表财务智能化生成项目，促使集团

层面超期应收款项规模由2019年7月末的8502.35万减少至2021年4月末的6918.17万。

3、主持开展税务筹划，帮助下属主体于2018年11月取得高企认定证书，截至2020年节约税金

2470676.50元；2015—2021年2月，为安信数控公司取得软件退税收入18658969.57元。

4、主持开展资本运作项目，通过外资转内资，加强了海天塑机与安信数控之间的利益捆绑，2019年

10月至今安信数控向海天塑机售卖产品约10.41亿，且平均毛利稳定。2019年通过股权分红再投资

，大幅增强动力主体持续经营及对外融资能力，使资产负债率等关键指标呈现为健康度倍增。同时依

据相关税收政策，共计暂缓缴纳税款3646.184万。

5、2019年11月至今，主持强化成本管控，从各研发、营销等业务环节着手，提出多项降本建议

，2020全年实施后，企业价值链总降本380.706969万。

6、2020年12月至今，主持制定绩效考核方案，激发下属各主体经营活力，截至2021年4月，促使集团

整体层面营收规模达到69921.329213万，同比上涨91.02%。

7、主持推进信息化建设，2019年5月上线SAP合并报表模块，使集团合并报表出具时间由原来10个工

作日缩短为现在5个工作日。2020年11月搭建集团费用报销智能化平台，大幅节约财会人员人力与时

间成本，提高数据核算准确性，规避公司资金流失。

8、2019年10-12月，参与推行集中采购模式，降低所得税税负，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节约429.847526万

，便于供应商集中管理，提升采购议价能力，促使2020年度采购成本同比减少2610.1693万。

9、2016年4-9月，参与申报财政补贴资金1320.00万，2018年9月已全部到账，直接为公司注入了现金

流。

10、2020年4-9月，主持搭建会计标准体系，实现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列报统一化、规范化、专业化、

完整化。

11、2021年4月，主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12、2018年8月，参与开展内部审计，提出4项建议，有效堵塞下属公司内部管理漏洞。

13、主持加强财务团队培养，提高财务人员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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