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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makes an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n the solution strategies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blem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1．引言 

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必须要提高预算编制合理性，实现对单位财务状况的真实反映，

根据相关法律做好收入组织，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同时还需要对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和优化，

使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保证，避免出现资产流失等情况。因为事业单位本身的公益性性质，国

家在事业单位方面的监督管理力度相对较为薄弱，预算编制、资产管理以及内部控制等环节

的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最终导致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还存在有较多问题，本文就此展开了研

究分析。 

2.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2.1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概述 

事业单位主要是为了支撑各类社会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职能任务，事业

单位不仅要自己组织部门创收，同时还需要地方以及中央进行预算资金的再分配。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工作一方面需要向财政机关进行预算领取经费的核定，在国家规定政策范围做好业

务收入和事业收入的组织，同时还需要按照相应的开支标准以及预算进行各项事业经费的支

付。 
当前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正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能够满

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具备有开拓进取精神。使事业单位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

动，实现对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2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原则 

首先，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和财政方面政策；第二，以勤俭办事业为主要指导方针；

第三，做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关系的处理；第四，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有效性，维

持事业单位的有序发展。只有坚持以上几个原则，才能更好的促进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发展。 

2.3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特点 

    一方面，从组织资金转向管理资金，当前事业单位有部分收入纳入财政监管范围，这一

举措对事业单位财务支出随意现象起到非常明显的遏制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使财政资金的价值和作用得到充分全面发挥，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还需要由组织资

金向着管理资金方面转移；另一方面，制度和管理更加规范、严格，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

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也需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结合进

行优化和完善，因此，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制度和管理也将更加严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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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内控意识 

预算执行过程中，在支出审批制度方面还不是十分健全，存在有随意增大开支范围以及

改变资金用途等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项资金把关不是十分严格，存在

有较大的供应范围，财政部门以及上级单位在专项资金核拨前，还需要做好对项目的论证，

避免资金与项目有脱节等情况，在资金使用范围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第二，

资金使用缺乏计划性，费用开支不够透明，在资金使用方面存在有非常大随意性，未能做好

计划和消耗定额等制定，导致事业单位在面临经费紧张问题的同时存在有非常低资金使用效

率；第三，往来款项的管理较为混乱，有研究表明，事业单位的往来款项账余额超过流动资

产 40%，同时还存在有坏账和呆账等问题。 
有事业单位在日常财务事项运作和管理措施方面更多的是例行公事，缺乏制度方面支撑

和保证 ，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存在有非常大混乱性。有事业单位虽然建立有财务内部控制制

度，但是缺乏完整性，无法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展开约束。受到内部牵制制度完善性不足等因

素影响，管理监督制度较为缺乏，很难将财务监督职能充分全面发挥出来，无法取得理想的

工作效率。 

3.2 财务管理观念淡薄，管理力度不足 

事业单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影响，有些单位领导在

财务管理方面没有足够重视度，有些单位还存在有财务管理无用等错误观念。财务人员在日

常管理工作中未能充分认识到财务管理工作重要性，盲目的听从上级指示和安排，工作的创

造性和主动习惯严重缺乏，在财务管理工作开展方面更多的停留在表面，最终导致所开展的

财务管理工作与会计核算工作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3.3 预算管理不到位，执行力度差 

首先，预算执行力度差，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因为对预算编制没有足够重视度，

在财务决算方面存在有非常大随意性，导致财务管理工作容易出现“散、乱”等问题，降低专

项资金预算执行力。有单位虽然编制有预算，但是未能就预算使用效益展开跟踪审计，效益

考核工作更多的走过场，最终导致项目资金很难发挥出理想的价值和作用；其次，存在有重

收支轻编制情况，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预算工作的开展更多的集中在收支预算方面，对预算

的编制以及评价没有足够重视，最终对资金的作用的发挥产生严重影响；再次，预算编制人

员与业务部门发生脱节，财务管理工作中，财务人员未做好预算编制政策的把握，不熟悉本

单位业务，预算编制人员与业务部门之间存在有明显的脱节，最终预算编制的开展必须要按

照业务部门要求进行，财务人员很难取得理想的控制和监督效果；最后，预算编制方法缺乏

科学合理性，很多预算单位在预算编制时以增量预算方式为主，以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

为基础，对预算期内各类影响和变动因素有充分全面分析考虑，以此确定下一年度预算情况。

增量预算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会受到原有费用项目限制，同时还会导致预算出现“平均主义”等
情况。 

3.4 固定资产管理规范性不足 

有事业单位未能清楚、全面的认识到国有资产管理重要性，未能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做好

固定资产登记，在资产使用过程中存在有严重的损坏和丢失情况，很大程度上加重国有资产

流失。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重购置轻管理，事业单位缺乏健全的财产清查制

度，长期未针对固定资产展开盘点和清理，同时未能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登记，容易有账外资

产出现。部分事业单位在固定资产方面只记录了总账，缺乏明细账，同时未设置固定资产卡

片，导致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难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出现固定资产闲置情况。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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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调用方面未办理转移手续，固定资产处理方面未展开评估，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另一方面，资产购置方面存在有非常大随意性，有些单位已经完成了年度固定资产购置

预算审批，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仍按照原计划采购，购买后设备无法发挥理想价值和作

用，有些设备修理后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却直接购置新的设备更换。 

3.5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观念不合理 

    首先部分事业单位领导还存在有财务管理意识过于薄弱的问题，对于财务管理工作也没

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力度，其认为财务管理工作多是充当单位付款人的角色，也就导致了财务

管理的辅助决策功能跟监督控制功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此外财务管理人员还有着独立性

不足的问题，对于部分高层领导人员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也就难以获得良好的财务管理效

果。此外一些财务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还存在有工作创新意识不足的问题，其业务水平比

较低，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多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也就难以充分满足新时期对财务

管理工作的各项需求。 

4.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解决策略 

4.1 转变财务管理观念 

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以及领导人员在财务管理方面的重视度，转变以往重要钱轻

管理思想，对现有的理财观念进行更新，从经营型逐渐转变为管理型，利用企业财务管理相

关制度和机制，认识到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和办法的改变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必然过程。为

了更好的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对内部审计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素质教育，提高内部审

计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综合素养，单位管理人员需要提高在财经法规知识学习

方面重视度，对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有清楚全面的认识，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意识，坚持依法

理财和科学理财。促进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 

4.2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想要提高财务管理有效性，必须要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健全来往款项管理，在现金管理、财产审批、预算执行等方面制定明确规定，制度的

制定需要坚持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原则，与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切勿生搬硬套，在内部财务

制度表述方面尽量注意通俗易懂，同时加强与日常会计核算事物之间的联系。对事业单位内

部的制度进行完善，实现对财务行为的约束，降低各类违纪行为发生率，尤其在薄弱环节以

及重要岗位，必须要细化责任，保证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员，针对违反规定擅自处理款项情况

需要给予严厉处罚；第二，健全经费支出管理制度，健全经费开支审批和报销制度，提高经

费开支的事前和事后监督，按照支出计划制定，杜绝盲目浪费等情况。所有资产需要定期核

对，保证账实相符，注意定期对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流程的具体执行情况展开评价，及

时调整和优化；第三，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事业单位需要结合自身经济业务活动特点，

找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制定针对性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对操作流程的规范，提高过程监

督有效性。 

4.3 加强预算管理 

事业单位需要对部门预算编制有足够重视，成立专门的预算编制小组，提高预算编制的

科学性、准确性。首先，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直接关系到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同

时能够维持经济核算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需要从组织、人力、时间等多个方面出

发，在预算编制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打破传统理念，采取零基预算方式，不受以往财务预算情

况影响，各个层面严格把握，保证其准备性和及时性；其次，预算执行方面需要严格按照预

算编制项目运行，针对收支差额情况展开详细、认真的分析，找到问题出现的原因，给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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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解决处理措施，提高在审批核实手续方面控制力度；最后，预算监督方面的财务人员需

要做好自身岗位职责的履行，针对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并纠正，使资

金使用效益得到全面发挥。 

4.4 做好对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 

提高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认识，转变传统观念，打破重资金轻管理的传统思想，健全资

产购置、使用、调拨、报废等环节管理制度，提高资产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坚

持责任到人以及钱物分离等原则，设置专门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展开管理，同时添加固定

资产折旧等管理项目。注意对固定资产、材料等界限的区分，做到账务相符，促进会计管理

与资产管理之间的有效结合。定期对实物进行盘点，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按照相关规定以

及法律等严肃处理。另外，还可以采取政府和集体采购制度，利用招标等方式，减少采购经

费，避免有贪污腐败等情况出现。具体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计划购置制度，将固

定资产的购置列入预算中，在避免重复性购置的同时避免出现预算无法满足工作需要情况出

现；另一方面，建立资产管理内部监督制度，针对固定资产制作资产卡片，登记明细账和总

账，选择专人管理。另外，还需要建立资产处置审批权限制度，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展开固定

资产的报废和处理。 

4.5 强化队伍建设力度 

为了获得良好的财务管理效果，首先需要适当提升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从业门槛，要求

无会计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会计工作，这样也能够满足财务管理工作的各项基本需求。此外

还需要强化对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后续教育力度，随后增强会计法、会计制度以及会计准则

等多个方面的职业培训工作，这样才能够促使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并

能够熟练掌握财务工作中的各项规范制度，促使各项财务管理工作得到有序的落实。此外财

务主管部门还需要引导所有财务管理人员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观念，并加强对知识更新的后

续教育工作，来提升财务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 

4.6 推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主要是通过对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以及会计业务处理程序的改进和优

化，实现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的强化，从源头出发，使事业单位腐败等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避免有铺张浪费以及乱花钱等情况出现，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事业单位会计集

中核算方式主要是从会计核算角度出发，加强财务收支监督，将账户以及会计业务处理权向

着会计核算中心方面转移，实现对核算与管理的统一，减少核算和管理方面的成本，提高效

率。 

5. 结束语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属于一项经济性管理工作，能够实现对财务活动的组织，提高财务活

动中财务关系处理有效性，通过财务管理，能够实现对事业单位经费在预算、分配和使用等

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针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财务管理实际情况相结合，给

予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提高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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