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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需
要对财政管理进行改革,尽快提高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并实现全面发展。为了推动我国行政单位与事业单
位的健康发展,在2017年,我国颁布了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并予以实施。本文对新政府会计制度下的财务
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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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China needs to reform its financial
management, improve its overall economic level and achieve all-round develo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institutions, China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a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in 2017.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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