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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资产是教学、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的实施,对高校资产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当下对高校资产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将财务管理和现代
管理科学引入高校资产管理领域,切实提高资产的管理效益,充分发挥资产在高校管理方面的基础作用,
是提高高校的业务水平、教学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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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ssets are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eaching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manag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Financial Rules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asset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sset management,
introduc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into the field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sset
managemen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asse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role of asset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manage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teaching leve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Financial Rules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sset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1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概述

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程序性要求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108号),自2022年3

内容。

月1日起施行。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对资产定义也做了修改,原规则资

提出新要求,提升包括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预算绩效管理在

产定义是指事业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内的管理能力,促进事业单位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财政资源,

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新规则资产定义是指事业单

提升公共服务实际效果。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充分吸收

位依法直接支配的各类经济资源,强调只要是能够直接支配的,

了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最新内容,全面贯彻了政府会计改革

即使没有占有和使用,即使无法以货币计量的各类经济资源都

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各项要求,细化了管理内

是资产,扩大了资产的范围。

容,明确了管理理念,衔接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和政

2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关于资产管理的要求

府会计准则制度新要求。明确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增加事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体现出包括预算管理、会计管理、

业单位实行成本核算的规定,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资产管理、绩效管理等在内的各项管理内容的协调配合,充分体

例》相衔接。

现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整体性、协同性,随着事业单位资产管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与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相

理改革不断深入,去年出台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比增加设置国有资产台账、汇总编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对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提出新的要求,随后新《事业单位财务规

理情况报告、定期盘点资产、及时办理资产权属登记、利用

则》也对资产管理提出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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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事业单位应当明确资产使用人和管理人的岗位职责、按
照国家规定设置国有资产台账、加强和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和

务信息的资产管理等工作全面了解,通过将资产管理与财务管
理工作有效衔接,才能推动高校业务的高效率运转。

处置管理,应当根据依法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资产

4.2资产及财务管理意识不强,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存量、资产配置标准、绩效目标和财政承受能力配置资产,优先

高校领导对资产管理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致使高校资产

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不能调剂的,可以采用购置、建设、租

管理的相关措施无法得到具体落实,很多高校将工作重心放在

用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开展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有关内容。

高校的业务开展,未能将资产管理工作与财务、教学、科研、行

2.2强调定期或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出现资产

政、后勤等管理工作紧密相连。目前许多高校资产采购需求量

盘盈盘亏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处理,

大,高校各级领导对预算编制认识不足,财务人员对学校各部门

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防止资产流失,维护资产安全完整,

如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活动的了解有限,比如资产采购未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能准确按预算的要求进行客观分析,科学论证。部门之间缺乏沟

2.3对存货、货币性资产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

通还造成有的资产早已购置使用多年,却没有按照财务制度规

管理也作了相关规定,强调事业单位货币性资产损失应当经主

定登记入账,有的固定资产早已报废,却没有及时做报废手续,

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本级财政部门审批。对在建工程达到交付

账面上仍大量地反映等情况,造成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反映和有

使用状态时,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和资产交付

效控制资产的增减变化情况。

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

4.3资产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低

2.4事业单位对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资产应当依法及时办

资产配置是高等院校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配

理,涉及资产评估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明确对外投资形

置得不合理,将直接导致资产闲置或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

成的股权及其相关权益管理责任,提出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

增加、高校资金的浪费等一系列问题。目前高校存在重视资

的程序性要求,并规定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纳入经营

产购置,忽略资产管理控制的倾向,资产管理控制手段简单,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

资产管理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到相关部门,在购买资产的时候,

3 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实施对高校资产管理
的意义

对进行采购的资产范围、种类认识不深,导致在资产购置过程

高校是利用知识密集型组织特点提供非物质生产的事业单

造成资产购置后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导致资产闲置、资产流

位,必须有效地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科学规范地管理和使用
公共资产和公共资源、积极主动履行法人主体责任和义务。高
校资产是实现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的物质基础,是国有资产的重

中采购制度执行不严,对存量资产缺乏合理的评估,盲目采购,
失和浪费。
4.4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完善, 监督和管理不到位
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完善,资产、财务、教学、科研、行政、

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行政事业单位

后勤等部门虽有建立相关制度,但制度不完善,执行力弱。高校

国有资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高校资产日

二级单位负责人及资产管理员不重视对资产管理,使用人缺乏

趋多样化、复杂化,资产金额和数量不断增多,资产管理必须遵

有效的监督管理,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没有会同核查资产

循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及其它相关制度,科学管理高校资产、

存量,后勤单位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类资产明细分类多数量大,使

促进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提升财政资源使用的效果并

用人和使用场所经过多次变更资产登记却未相应变更,资产相

满足公共服务需要。高校资产管理的水平直接或间接反映出高

关信息滞后。

校的业务水平、教学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4.5缺少有效的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估办法

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有资产,充分发挥资产在高校管理方面

目前高校国有资产普遍存在的资产闲置、资产浪费等情况,

的基础作用,是构建节约型校园建设的根本保证。

主要是高校在资产管理中长期缺乏有效地绩效评估办法等。资

4 对照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高校资产管理存在
以下问题

产使用人员对资产管理意识薄弱,资产管理人员对于资产管理

4.1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缺乏协同配合

工作的监督以及审核不够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高校资
产审核与监督,致使资产使用人员缺乏资产管理内控意识。

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是高校内部控制的两个重要方面,既

4.6忽视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的管理

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高校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主要包括现金

有些高校疏于对出租出借资产及对外投资的管理,未按相

资产管理、存货及固定资产管理、对外投资及出租出借资产管

关规定对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对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

理、应收款项管理等方面,其中除现金资产有相对严格的管理制

资取得的收入未按规定进行核算。

度,出现管理失误情况较少外,较多的问题是其他资产项目属性

5 加强高校资产管理的建议

及分类比较模糊,致使高校财务管理对于资产管理工作的开展

5.1更新资产管理理念,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没有起到规范作用。高校的财务管理部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不

严格执行新《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仅需要熟知财务的相关业务活动内容,同时还需要对与产生财

产管理条例》,结合高校资产管理实际,健全资产配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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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使用、处置各环节的管理制度,完善资产管理全业务覆盖、

约型校园,推动高校可持续发展。

全方位监管的资产管理规章制度体系。调整单位相关财务和业

5.4加强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的管理

务管理制度和规定,开展广泛宣传并形成组织共识,从而确保管

高校应严格控制对外投资,对本单位对外投资项目实行专

理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建立健全资产台账,完备实物信息资料,

项管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影响本单位履行职能、职责

对资产定期进行清查盘点,对财务入账登记的资产进行核对、确

的前提下,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应当进行必要的

认,对各类资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可行性论证,结合本单位发展规划和投资政策,进行集体研究决

5.2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有效衔接,完善内控体系

策,并经过相关部门审批,未经审批,不得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形

预算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各项财务活

成的股权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财务考核和

动的基础。资产管理部门应主动与财务部门加强沟通和联系,

评价应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主要从财务效益、资产运

根据绩效评价的结果动态调整资产预算,促进预算编制的精

营、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方面,检查、分析企业年度预算执行

准性,不断完善各项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固定资产配置、

情况,考核各项经营业绩。

使用、处置等关键环节的管控。高校应根据自身构建适合本

高校资产出租出借应当优先保障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的前提

校发展的资产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并在已建立的规章制度基

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做到安全完整、分类管理、风

础上健全内控制度,在日常管理中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

险可控、注重绩效。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应设立管理台

通和协作,加强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和监督,按规定设置固定资

账,资产出租、出借及对外投资收益应当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

产账簿,对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定期与固

算,统一管理。

定资产卡片进行核对,确保账卡相符。加强资产购置、调拨、

6 总结

领用、处置等流程的管理,并按照资产的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报

高校资产的形成财政资金分配起到积极作用,新《事业单位

批手续和账务处理。单位领导或资产管理人、使用人员调离

财务规则》的实施,对高校资产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高

时,要组织核查,办理资产移交和监交手续,防止资产流失。实

校资产管理工作面临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研究如何提高资产

施资产、财务的有效衔接。

的使用效益,将现代管理科学和财务管理引入高校资产管理领

5.3加强资产动态管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
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方式对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各环节
进行动态管理,全面掌握资产使用状况和价值的各项信息,充分
发挥资产管理的调剂功能,将闲置或使用效率较低的资产进行

域,切实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高校资产管理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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