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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人员表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繁荣,有效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
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政府部门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在公共财政支出
数额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实现国家资产保值增值的战略目标,行政事业单位应积极组好对于
对于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合理关注,从而有效提升内部资产管控能力,继而合理实现对于相关资产的科
学配置,以便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发挥。在本文中,研究人员针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
性进行了论述。在此期间,通过结合大量研究资料,其对当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
与总结,同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旨在进一步引导行政事业单位实现国有资产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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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rs shows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concern of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this issu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in order to further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maintaining and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national assets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amount of public financial expenditur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hould actively organize reasonabl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this way, the internal
ass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bilit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n the scientific allocation of relevant
assets can be reasonably realized, so as to maximize its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rs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state-owne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materials, it summarizes and general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work,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guide th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ability.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 state-owned assets; key points of management; the main problem;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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