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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目前来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步伐在逐渐加快,带动了医疗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如今
医院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将以往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在新医院会计制度下,
医院需要重视并积极构建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体系,这也是当前财务部门的首要责任。文章通过医院内部
控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新医院制度下,构建财务管理控制体系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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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under the New Hospital
Accounting Institution
Jiayi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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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form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is gradually accelerating, driving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management level.The main content of hospital management is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previous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stitution. Under the new hospital accounting
institution, hospital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actively build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which is also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department. Through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hospital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the paper proposes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struct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under the new hospit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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