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浅谈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策略
郭佳妮
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
DOI:10.12238/ej.v5i4.971
[摘 要] 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当前疫情常态化形势下,
行政事业单位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这也是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及单位
稳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事业单位实现优化转型、履行社会职责、提高服务水平的必然之举。随着行
政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方面的纵深推进,资产管理的效能虽得到了一定提高,但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给予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行政事业单位要创新资产管理模式,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方式,以有效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的向前发
展,提升其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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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manage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normalization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hould be prepared to "live too tightly"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which is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units,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move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to optimize transformation,
perform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rove service levels.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although the efficiency of asset management has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assets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t present, and gives targeted
measures to solve them.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hould innovate the asset management mode and improve
the fix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orward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enhance their management level.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main problems; solutions; management
level
引言

1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概述及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创新改革也

1.1国有资产管理概述

有了新的要求,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管理则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是指本单位占有和经营的、依法

现阶段,针对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

归政府所有、可以进行财务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统称。其主

题,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能得到有效利用,

要包括政府补助、政府依法形成的资产和使用国家财政资金组

盘活国家资产,规避资产重置、流失及闲置等现象,有效提升行

织购入的资产,及捐赠和其它资产等。

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在管理主体、管理内容及管理目标
上具有其自身的特性。从管理主体来看,行政事业单位是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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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依法开展社会服务、文化、科技、教育等各类社会事业

信息不完整不及时、国有资产收集处理程序不完整、维护保养

建设、开展行政管理、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机构,具有公益

和安全性差、没有定期计划或盘点、领用移交手续不全等；同

属性。从资产管理内容来看,不仅包括资产的日常使用、调配等,

时还存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没有审批,或者审批程序不合理,价

还包括资产管理使用的监督、评估、优化配置等一系列管理活

格没有公开透明；资产处置报废程序繁杂,存在长期挂账行为等,

动。从资产管理的目的来看,国有资产主要是发挥其价值及作用,

不定期进行国有资产盘点,或盘点只为应付检查,缺少监管等,

为行政事业单位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保障社会服务提供物质基

这些种种原因皆是造成国家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一方

础和支撑,是事业单位运营的“发动机”。

面是部分单位领导不重视,制度制定不完善,或者只是简单的套

1.2国有资产管理的意义

用模仿模版,制度过于空泛,没有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最终

国有资产是我国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事业单

导致制度规范只是一纸空文,不能有效指导本单位部门固定资

位履行公共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及社

产管理工作,最终影响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相

会服务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同时,国有资产是国家调控的重要

关主管部门缺少相应的监督管理,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在采

手段,也是推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加强行政事业单

购、审批、出租出借、投资使用等环节缺乏监督机制,甚至有些

位国有资产管理,有利于优化国有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国

部门连年度清查工作都难以保障,固定资产管理流于形式。

有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灵活性。在管理体制和能力不断创

2.3管理人员综合和专业素养水平不高

新和改革的推动下,国有资产的管理也成为监管机构谋求经营

国有资产管理看似简单,技术含量低,但确实需要相关人员

变革、提升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具备一定的财务知识和资产管理知识。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

2 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现状

还需要了解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技术。如果管理者不能具备相应

2.1固定资产管理意识不强

的管理知识和水平,则不能科学管理国有资产,无法进行现代化

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大力发展,相应的行政事业单

的信息管理,无法构建新时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资产管理人

位的国有资产也越来越庞大,这种快速增长的现象一方面促进

员是资产管理的第一执行人,其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水平影响

了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

着资产管理的执行效果。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考验。然而有些部门不重视固定资产

近年来,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不断增加,但却没相应的专

管理,对固定资产管理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觉得管理固

业人员配备,有些行政事业单位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

定资产就是只要资产不被偷盗、不被损害、不被破坏就是管理

管理机构,资产管理工作由财务部门或办公室兼顾。管理人员的

到位,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部分固定资产没

专业能力和技术得不到重视,相关人员也不具备相关管理能力,

有直接收益或者没有对单位或个人产生直接收益就得不到重视

财政部门和单位也没有组织管理人员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行

和保护。

政事业单位人员流动性小,其财务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的人员

新形势下,需要在相关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部门培养资产管

绝大部分都是工作到退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进取心的减退,大

理知识,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思维。为国家和公众服务的政府机构

部分人员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加上市场经济的繁荣

构建有效的监管框架,以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例如,环保部门的

发展,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导致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不能满

安全清扫车、自卸垃圾车和洒水车等公共设施,主要用来清理垃

足现在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要求。

圾、清扫废物、浇灌园林绿化花草等,为市民创造干净整洁、绿

2.4管理职责划分不明确

色自然的生态型生活环境；例如学校各类固定资产也同样不仅

当前,许多行政事业单位没有构建科学规范化的国有资产

仅是国家的,它更是孩子们学习的重要场所和工具,管理好、保

管理制度,部分单位缺乏有效的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

护好这些固定资产就是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也是在为学生们创

不明确,对固定资产管理浮于表面,管理松散,责任不明晰,没

造良好、温馨的学习环境,是一种公共社会职能。

有划分到具体责任人,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还有部分单位虽

新时代,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部门必须要重视国有资产管理

然有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人员,但是没的相应的绩效

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效

管理考核机制,这样,行政事业单位则没有办法以绩效考核的

盘活闲置的国有资产,要做好国有资产的保护、盘存及废物利用

方式来引导督促工作人员认真对待固定资产管理工作,造成管

工作,充分发挥其国有资产的应用价值,让其为公共事务更好地

理效果不佳。

服务,不断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职能得到提升。

在具体工作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2.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缺少有效的监管

由办公室或财务部门代管,但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不确定,固定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

资产管理没有做好必要的登记核查。其次,行政事业单位年终绩

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些单位对设备管理系统构建不完善,也不

效考核,只考核业务工作等其他方面或者只是简单地采用定性

够重视,管理系统没有创新和升级。 固定资产盲目采购、单位

的绩效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法缺少灵活性,无法对相关人员进

攀比之风盛行,存在违规采购、新购资产未登记注册、会计入账

行量化绩效考核,且国家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也缺乏科学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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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不能如实呈现国有资产的现状。最后,行政事业单位没有

管理水平和职业素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相关人员要与时俱进,

把固定资产管理人员考核纳入其中,其工作效率并没有人员工

加强学习相应的财务会计知识、资产管理知识,也要掌握资产管

资奖金等挂钩,对于管理人员起不到激励和惩戒作用,导致相关

理信息化技能。尤其是2020年的政府会计准则与以往的制度有

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不够,从而导致管理效率低下。

很大不同,相关人员要努力提升其专业知识与管理水平,并且要

2.5绩效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学习相应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学习培训制

我国虽然已经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初步建立起一套绩效评

度,聘用的管理人员要经过培训后再上岗,每年或者每两年应对

估体系,但由于事业单位涉及资产复杂、管理主体涵盖各行各

资产管理员进行系统培训,为资产管理人员提供专业的培训平

业、特点各异,受自身特性影响,现行的绩效体系对国有资产管

台和机会,以强化其学习服务意识,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此促

理层呈现出不匹配、不相适应的问题,尚未有效发挥绩效评估优

进行政事业单位的国家资产管理创新发展。

化的作用。
一是绩效评价系统各重要元素没有完全确定,功能不健全。

3.3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制度的落实
规章制度关键在于贯彻落实,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管理机

事后评价难度较大,尤其是对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内容等

制,则以有效进行内部监管和外部督促,这是管好用好国有资产

方面阐述模糊、定义笼统,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划定评估范围,

的关键。

也难以突出重点评估项目。

首先,要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待提高,指标体系与实务操

建设。加强审批流程控制,资产从入口到出口的各个环节要有匹

作存在衔接性不强,对不同的事业单位共性问题、个性问题适应

配的制度及相应的监督,将资产配置纳入国有资产预算体系,严

性不强,缺乏指标的归集整合,考核成效不高,“一刀切”或“评

格按照预算管理方案和有关财政部门的指示履行资产配置职能,

价盲区”的问题仍然存在。

使预算过程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的关键途径。加强重点区域管控,

三是绩效评价成果转化不足,评估结果对于管理机制和管
理模式的修正调整和指导优化作用不明显,如对于绩效结果不
理想或不合规的缺乏有效的后续治理措施,难以体现绩效考核
的作用。

提高岗位设置、权限分配的科学性,通过岗位分离、定期轮岗等
形式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
其次,充分利用人大、政府多层级、财政、审计、社会等多
层次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外部监督体系,确保检查审计

3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措施

监督的有效性,建立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全过程管理,确保管

3.1转变观念,强化管理意识,提高适度性

理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安全性,同时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自主监

新形势下,要切实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督和评价,并将审计监督结果用来评价国有资产管理效果的一

首先要转变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观念,认识到国有资产管理的

项重要标准,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让公众去监督资产的

重要性和作用。新形势下,国有资产不再是单位的固有资产,也

管理,对于历史遗留形成的资产,财政审计协同做好清查工作,

不是摆设,而是要积极发挥创新作用,服务于大众,繁荣国家建

估值入账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设,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发展水平提升。二是升级传统管理

3.4加快信息化建设

模式,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可能无法满足当前管理要求。随

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传统的

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种类和数量也

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建设的今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可

在快速增加,租贷借出、投资等也在增加。

构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其利用率、增加资产使用价值、

传统的手工登记和记账已不能满足核算要求和对数据的分

减轻资产管理人员负担。各级管理部门应注重现代化信息技术

析及使用要求,需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全面掌握固定资产信息,

应用于国有资产管理,构建智能化的国有资产管理大数据库。资

深入挖掘使用效能,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产管理系统应操作简单、流畅、功能完整,能满足管理人员的要

3.2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学习培训

求,有助于提高资产管理的水平与效率。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发应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设备的管理不应只是流于形式只做

结合行政事业单位自身的工作事业需求,定制适合单位的资产

些表面工作,而要进行明确的职责分工,制定科学的考核方法和

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应安全、稳定,保障资产管理工作顺利

管理流程,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奖惩措施,把资产管理人员的职

开展。

称晋升、奖罚、激励的制度和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制度相配套,

在智能化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中,其网络平台汇聚了庞大

调动资产管理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善绩效评价指标和标

的数据和资产信息,一定要重视其安全管理问题。一旦系统出现

准,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定性分析固定资产管理的等

安全问题或不稳定的运行,造成资产数据丢失,则会给单位带来

级情况,比如优、良、中、差等情况,定量分析资产管理的数量、

重大事故。基于此,要加强国有资产数据库的安全和保密性管理,

时间、指标评分等,通过两者的结合更好的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

将资产管理系统与采购系统、财务核算系统等相联,相关信息可

改善和优化资产管理的方法,以推动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

以实现共享,同时,要确保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和精准性,

行政事业单位在不断改革,工作内容繁杂,对于相关人员的

有效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率,创新管理模式,同时增强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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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监督协调能力,使得通过各个系统间数据对比快速掌握

效考评的作用。

4 结语

资产信息。

综上所述,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作为政府公共资源的

3.5加强绩效考评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发挥绩效考评估用作用,让国有资产管理在实践管理和实

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完善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和优化公共服务

施中的价值得到充分维护和保障。通过自评与外部审计相结合,

职能的效果。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要转变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模

充分运用行政事业单位经济管理中的最低成本法、社会公正法

式,打破管理壁垒,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建设,逐步完善公共管理

和标杆管理法,在预算调整中进行绩效考核与评价。围绕资产管

体制,不断强化系统审计、考核与评价机制,构建综合治理链条,

理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包括配置有效性、使用效率、处置情

有效防范公共资产流失风险,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国家资产管

况及收入管理,做到跟踪问效,责权到位,不断细化资产的评价

理工作不断改进提升,为完善国家公共机构服务、优化公共服务

标准,搭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考核体系。

能力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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