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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整体预算问题将得到解决,若能实现对事业单位资金的良
好利用,对改善事业单位内部的财务现状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全面实现绩效管理,是行政单位所要落实
且努力的,如何把握预算执行的标准、缺乏一个标准化的评价体系、以及部门专业水平的高低等问题,
对管理人员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本文根据对当前绩效管理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剖,并围绕问题提
出笔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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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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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l control, the overall budget problem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will be
solved. If we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funds of institutions,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financial
situation of institu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administrative units to implement and work hard to realiz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an all-round way. How to grasp the standard of budget implementation lacks of a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and other issues are big problems for
manag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author's opinions around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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