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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而言,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有着非营利性,非增值性的特点,因此在实现国有资产
配置的过程中,在国有资产使用的阶段,在国有资产处置的节点,需要形成精细化的管理格局,这样才能够
确保国有资产的管理朝着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由此正确看待新形势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存在的问题,并且懂得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做好对应节点的筹划和改革工作,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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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our country, the state-owned assets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profit and non-value-added, so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state-owned asset allocation, in the stage of
state-owned assets use, and in the node of state-owned assets disposal, a fine management pattern is formed to
ensure that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develops in a more effective direct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orrectly view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understand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pecific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planning and reform of the corresponding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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