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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优化提供了新指引,对其影响重大。文章指出了政
府会计制度相关改革中的新内容,并分析了其对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实际影响,最后提出了以政
府会计制度为基础依托的,优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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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 provides new guid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which is of great impact on i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w contents of the
relevant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and then analyzes its actual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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