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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算管理在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强化事业单位内部管理的有效手
段和重要途径,在相关部门开展考评工作时,能够作为客观依据,直观地呈现出该事业单位的内部特点,同
时在事业单位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能够有效促进相关管理活动的开展,满足了事业单位的持
续发展需求。本文阐述了事业单位在预算管理方面当前面临的困境,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优化手段,借此
来完善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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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dget manage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
which is the effective means and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
when relevant departments carry out evaluation work, it can be used as an objective basis to visually present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itu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management activiti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budget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optimization means to improve the budget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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