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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风险逐年增长,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效
率与效力。因此,行政事业单位要及时更新管理政策,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强化会计监
督工作,实现风险预防的目标,设立监察部门,对单位内部经济活动进行审查制衡,确保资本的合理运转,
促进单位健康良性发展,从而满足民众对行政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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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change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accounting risk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has increases year by year,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ervices. Therefor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must update management policies in time, improv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regularly carry out risk assessments and strengthen accounting supervision to achieve
risk prevention goals.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hould also set up supervisory departments, check and balance
the internal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unit to ensure the rational operation of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nit,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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