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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国会计制度也面临着改革,传统的会计制度不能满足现在需要,
给会计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会计制度推陈出新,不断探索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新政
府会计制度。新政府会计制度对高校会计核算的影响很大,高校应抓住这次机会,对原来的旧高校会计制
度进行改革,摒弃不能适应现代发展的旧制度,借鉴新政府会计制度修订新高校会计制度,并且做好两者
之间的衔接工作,使高校的会计制度“更上一层楼”,从而提升高校会计核算能力,本文阐述了新政府会
计制度对高校会计核算的意义,分析了会计制度下高校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新政府会计制度
对高校会计核算的应对措施,对其他高校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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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accounting system is
also facing reform. The traditional accounting system can't meet the present needs,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ccounting system.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accounting system
should bring forth the old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and constantly explore a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that
matches the times.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orm the old account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andon the old system that can't adapt to the modern development, learn from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to revise the new accounting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o a good job of
linking the two, so as to make the accounting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cale new heights, thus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accounting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ew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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