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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通过加强商业银行会计风险防范工作, 可以保证商业银行会计工
作有序的运行,提高商业银行会计管理水平,将商业银行会计风险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这不仅可
以使商业银行与当下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而且也能够进一步增加商业银行自身的竞争力,为其健康持
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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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Risk and Prevention of Commercial Bank
Juan Liu
Wan'an Rural Commercial Bank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mmercial banks, strengthening the accounting risk
preven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can ensur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accounting work of commercial banks,
improve the accounting management level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reduce the losses caused by accounting
risks of commercial banks to the lowest level. This can not only make commercial banks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further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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