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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
樊翠丽
河北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河北承德
【摘要】随着政府会计制度的出台，我国会计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会计制度可以有效满足行政
事业单位机构职能要求、财务管理要求、经济活动发展要求，对此行政事业单位也需要强化改革意识，创
新财务管理体制，加强会计核算管理，立足于新环境有效开展会计核算工作。但是在具体的会计核算过程
中，由于行政事业单位自身经济性质和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影响，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对
此需要事业单位加强反思，制定合理的解决对策，从而有效开展财务管理工作，不断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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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on accounting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Cuili Fan
Hebei Wuling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Center Chengde Hebei
【Abstract】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accounting system. The new accounting system can effective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y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herefor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reform consciousness, innov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ly carry out accounting work based on the new environment.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accounting process, due to the economic nature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 many problems have arisen in the specific work process, which
requires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reflection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solu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ccounting level.
【Keywords】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ccounting
引言

行了改动，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执行决算报告和

伴随政府会计制度的不断优化，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报告制度。新政府制度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传

迎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通过此次机遇不仅规范了

统会计核算制度数据不准确、不完善的问题，细化

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经营等，

了会计核算内容和准则，加强了核算监管，但是其

也对会计核算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行政事

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对此还需

业单位需要加强财务会计管理，完善相关运行机制，

要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积极学习新会计制度对于

充分利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优势，优化会计核算方

核算的要求和规范、标准等，以此重新设计适合本

[1-5]

法，提高会计核算能力和质量

单位执行的会计核算流程、方法，处理好新旧会计

。

1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特点

核算制度衔接工作，并以此为基础，为本单位加强

早期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主要以收付实现制

财务预算管理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持[6-10]。
2 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

为基础进行会计核算，实施决算报告制度，其主要
反应了政府的流动资金情况、财产预算等情况，新

响
2.1 完善原有的会计制度

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早期会计核算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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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问题的发生，提高社会影响力。

政府会计制度的落实，可以有效帮助行政事业
单位进行会计核算，增强了会计核算的准确性，有

2.4 优化了会计核算范围

效满足了财务管理工作基本要求，促使行政事业单

第一，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出台，促使行政事业
单位整改了会计核算内容，细化了自身的投资范围，

位会计核算工作符合当下发展形式，符合自身发展
[11-14]

。

优化了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内容，明确了传统会计

对此，事业单位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项目，通过改

核算制度标准，增加了折旧累计项目，取消了会计

革创新、优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财

拨款项目，便于行政事业单位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

务管理水平，优化了财务管理工作模式，最终提高

归属、管理，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核算水

了财务管理综合应用能力。使得行政事业单位自身

平。第二，整改了会计科目内容，明确了会计科目

的信息更加准确，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促使政府

行政管理权限，总之，新会计制度的出现促使行政

向着服务型、阳光政府转变，并在完善预算管理工

事业单位有效创新了会计核算方法，解决了传统会

作的基础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总之，政府新会

计核算方法的弊端问题。

需求，促使会计核算更具有实用性、可靠性

计制度的出现可以促使行政事业单位加强资金管控，

2.5 调整了会计报告内容

降低管理成本，有效预防了各种财务风险的发生，

新会计制度的出现促使行政事业单位整改了会

最终确保整个财务工作稳定有效、深度全面的进行

计报表内容，以此进一步影响了会计核算工作，其

[15]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了会计报表

。
2.2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标准

的报告作用，促使其从原来的向上级单位和融资单

早期，行政事业单位有自身的一套会计制度，

位展示会计报告转变为向着社会公众公开会计报告

且缺乏行业规定，导致会计制度执行标准不统一，

转变，在提高报告透明度的基础上，便于社会群众

影响财务工作的深度开展，导致整个会计核算工作

了解报告内容和作用，从而有效发挥财务报告的作

杂乱无章，各个行业之间的会计信息无法共享、流

用和价值。比如，将资产负债表详细列为收支表、

通、对比、整合，最终影响了政府的财务报告质量

资产余额表，有效满足了会计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16-18]

。随着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出台，行政事业单位

和标准。第二，对会计报告进行了优化，并有效改

也统一了会计核算标准、核算方法、报告等，加强

动了会计核算工作，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会计

了会计核算的管理，并创建了会计核算制度，提高

报表的调整符合事业单位当前发展实际情况，便于

了会计核算流程的公开、透明。另外，通过此次制

解决会计报告问题。

度改革，也有利于政府部门加强管理，为政府财务

2.6 优化了会计核算制度体系

改革奠定了基础。

政府会计制度明确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人

2.3 优化了资产配置，提高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员职权范围、档案管理人员职责单位，并调整了传

政府新会计制度的出现，促使行政事业单位有

统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确保会计核算工作更加规

效改变了财务管理权责机制、会计核算机制。通过

范、严谨。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对会计核算人员的

制度化管理，促使财务数据更加真实、全面，便于

业务活动不重视，导致最终的会计核算信息存在失

政府部门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并以此科学配置资

真和遗漏问题，为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安全

产，加强资产管理，最终在确保资产安全的同时，

隐患。随着政府会计制度的出台，可以有效约束和

也可以综合提升资产的实际价值。另外，在政府会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业务活动，确保各人

计制度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核算更加可视化、一

员交接顺利[3]。

体化、规范化，促使政府将行政事业单位运营成本

2.7 保障会计信息质量

核算作为财务管理工作的核心，在平行记账模式下，

政府会计制度的出现为各行政事业单位完善会

相互制约，有效改变了行政事业单位当前财务现状

计标准体系提供了依据，也有效提升了会计信息质

问题。且在新制度下，行政事业单位也可以明确会

量，促使事业单位在财务会计工作的基础上完善权

计核算范围，提高会计核算的精细化，降低各种矛

责机制，以此确保会计核算结果符合标准需求，也
- 86 -

樊翠丽

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
[7]

便于进行盈亏计算。权责机制可以促使单位科学技

会计核算的影响[J]. 经济管理文摘, 2021(16):2.

术收入和支出费用，促使事业单位在会计核算内容
的基础上，有效估算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如在

[8]

固定资产核算时，需要通过初次核算和重复核算来

[9]

合同内容进行价值入账。另外，新会计制度也可以
和调整资产，明确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具体内容，

[10] 马淑静. 新的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核算的影响[J]. 2020.

以此明确会计信息来源，最终提高会计质量。

[11] 牟彦彦. 浅谈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

新会计制度对收入和预算范围进行了新规定，
员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将无法控制差异，且权责发
生制、收付实现制这两种制度的存在也导致会计核
算工作有无法调节的矛盾问题。当前行政事业单位

计核算的影响[J]. 现代经济信息, 2020.
[12] 臧贵志. 简析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的影响与对策[J]. 2020.
[13] 谭艳. 新政府会计制度下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
响和对策[J]. 理财(财经版), 2020.

工作人员专业知识不完善，业务操作能力低，专业
素养有待提升，他们对新会计制度的理解和运用不

[14] 崔爱珍. 新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

[19]

到位，存在意见不统一的问题

影响[J].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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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沁. 探析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

总之，在政府会计制度的推行为行政事业单位

影响[J]. 2020.

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促使单位可

[16] 曾茵. 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以有效优化会计核算流程、方法、标准，完善会计

的影响分析[J]. 中国产经, 2020(4):2.

核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运行制

[17] 郭兴利. 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

度等，从而最终提高财务人员的会计核算意识和水

算的影响[J]. 财经界, 2020(17):2.

平、提高财务工作质量、更好的保证了单位财务资

[18] 刘淑萍. 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

金的安全和稳定，为单位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响[J]. 财讯, 2020.

参考文献
[1]

[19] 邹荣. 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王梅. 基于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

的影响[J]. 科技资讯, 2020, 18(34):3.

算的影响分析[J]. 教育研究, 2020, 3(11):54-55.
[2]

收稿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耿小娜. 《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影

出刊日期：2022 年 5 月 17 日
引用本文：樊翠丽，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核算的影响[J]. 国际金融进展，2022，4(1):85-87
DOI: 10.12208/j.aif.20220011

响研究[J]. 当代会计, 2021(10):2.
[3]

李羚杰. 探析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核算的影响[J]. 2021.

[4]

检索信息：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
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赵青. 《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对会计核算的影响[J]. 财会通讯：上, 2018(4):4.

[5]

版 权 声 明 ： ©2022 作 者 与 开 放 获 取 期 刊 研 究 中 心
(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
表。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祝贺. 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的影响[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20(9):2.

[6]

孙芳, 钟起文. 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的影响[J]. 经济管理文摘, 2021(14):3.

帮助单位有效评估固定资产价值，便于其及时修改

导致可能和单位自身的实际预算支出不符，财务人

陈媛媛. 论新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
的影响[J].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21.

分析其价值，如果没有固定价值标准，则需要根据

2.8 会计核算难度增加，财务人员水平低下

郑延生. 浅谈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

张品竹. 关于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思考[J]. 时
代金融, 2018(11):3.
- 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