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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固定资产清查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古晓艳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高校资产清查是指按照政策、工作程序和方法对高校进行账务清理、财产

清查，依法认定各项资产损益，真实反映高校国有资产占有和使用状况的工作。长
期以来，由于高校资产清查不到位，表现出诸多问题。目前在资产清查中，相对较
为严重的是账实不符、账账不符以及管理部门之间没有实现网络对接的问题。本
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结合本校的实际做法，提出了解决的具体解决方
案，为高校资产清查顺利进行提供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资产清查；账实不符；账账不符；网络化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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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处对全校设备及家具展开全面清查工作。
目前在资产清查中，问题突出的是账实不符、账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６８号）中资产

不符和资产管理部门之间没有实现网络对接。账实主

管理部分第四十一条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

要是指固定资产实物账与实物不一致，账账不符主要

步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保证学

是指高校管理部门资产实物账和财务部门资产价值账

校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完善

不一致一ｊ。现通过对资产清查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深

学校国有资产的动态管理‘ｍ ３，２０１５年５月我校国有

入细致的分析后，理论结合实践，给出具体的解决方
案，可以使学校的各资产管理部门准确掌握资产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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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量、分布、使用状况，从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完
善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最终能为
学校领导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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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１

第３６卷

的软件与系统各不相同，且没有对应接口，相互之间不
能兼容和进行数据交换与共享，没有统一的综合管理

高校资产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使用频繁、更新

平台全面统计各类型资产的分布情况及可以动态查询

速度快，而且由于资产管理部门没有定期盘点资产，从

单位的资产信息，导致系统信息共享功能受限＂］。财

而造成资产账面与账面价值以及账面与资产实物之间

务处对资产进行价值核算与管理，设备处、家具管理

存在差异。我校此次设备清查中出现不少问题，主要

处进行实物账管理，院系等部门实际使用并管理。而

表现为。

部门闯没有形成相互衔接和制约关系，导致部门问协

账实不符

１．１

调困难，造成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

（１）有帐无物。这种情况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已经丢失和报废处理过的资产长期挂账，不及时办理

２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核销手续；人员调动带走的固定资产，没有及时办理调

高校资产管理部门在重视购置资产审批程序的前

拨手续；院系拆分合并后，没有及时规范管理资产的相

提下，同时应当对资产的使用、管理、调拨、报废等环节

关手续。

加强控制，规范操作，减少账实不符现象的发生。

（２）有物无账。主要原因：有些获赠的仪器设备

２．１

规范管理方便清查

未登记入账，已经竣工投入使用的基建工程，由于部门

目前我校ｗｅｂ版资产管理系统中已经加入了资

间缺乏沟通，甚至完工１０多年也没有入固定资产账的

产清查模块，对资产管理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整理，采取

现象”１；已经报废销账的设备，没有及时将实物拖走。

“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一’，在清查模块中设

１．２账账不符¨４
１．２．１

ｏ

设备处有账，财务处无账的设备

置了已查到、未查到模块，未查到根据不同原因又分为
未整理、未认领和未自查。在资产清查结果选项中提

造成此类设备的原因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供了正常、异常、单位不符、闲置、丢失、调出、重复入

（１）设备重复入库建账。经办人将设备登记入库

账、报废等选择，教职工可根据领用资产的实际情况进

后，可能因为与报账时间间隔较长，忘记设备已经建账

行清查结果的选择。各位教职工只能清查自己名下资

入库；或者委托其他人办理该笔业务时没有将验收凭

产，不过二级资产管理员统筹管理二级单位总资产，具

证一并交付，去财务处报账时又重新建账，导致同一设

有替本单位的教职工资产清查的功能。对单位不符、

备有两个不同的资产编号。

领用人不符的清查结果要联系到人，核实到位；对于丢

（２）设备入库建账后未报销。经办人建账后，由

失、调出、借出的设备进行汇总；已经报废的设备要翻

于发票无效或者经费不够、预算不允许等多种原因，导

阅历届报废审批表；闲置的设备考虑放置于调剂平台，

致在财务处没有成功报销；或者在购置基建项目设备

盘活固定资产。也可以用二维码生成器将存储设备信

时，由于基建项目时间较长，分批购置的设备验收后投

息的动态网页批量生成二维码，粘贴在设备上，用户端

入使用，但发票还没有收到，因此不能办理报销手续，

通过手机读取二维码，查询录入设备信息并反馈到服

都会导致有设备账而在财务处账上没有体现的情况。

务器端的数据库。１…，服务器端对设备访问情况进行统

（３）财务处未登记。经办人按照规定程序在设备
处验收设备入库建账后，并在财务处成功报账，但财务
处在核算时漏登或未登记该笔固定资产编号。此类情

计，做出已经被访问过的标识，方便进行资产清查。
２．２解决账账不符的方法
（１）及时报销建账。经办人在设备建账入库后，

况较少发生，但也不排除。

应当及时到财务处去报销该笔账务；或者将发票和已

１．２．２设备处无账，财务处有账的设备

经建账入库的凭证一起存放。完善资产管理系统的建

造成此类设备账账不符的原因，可能是资产管理

账入库程序，在建账输入时加入识别功能，把明显是重

系统出现错误，导致已经记录的信息丢失。这种情况

复建账的识别出来，有明显的提示，或者不便提交。避

比较少，因为涉及到购置设备需要报销时，应当在设备

免重复建立资产账登记。

处入库建账后，财务处才会接收该笔业务的报销。现

（２）完善入库手续。由于各种原因，财务处未报

在设备处和财务处的管理系统没有实现对接，还不能

销成功已入库设备，应在资产管理系统的“退库”业务

确定有此类型设备。

里做下账处理；如果用自有资金购置了此类设备，也应

１．３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善

当作退库处理，以免自有设备记作国有资产。

目前，多数高校资产管理部门采用计算机相关管

（３）做到账账相符。财务人员在每个月的财务系

理软件或管理信息系统来管理资产，但这些管理软件

统做结账业务的时候，财务系统将会自动询问工作人

与系统的功能主要是进行记账和统计，不具备业务流

员是否已经将固定资产实物账与价值账进行对账，财

程管理功能。同时，不同类别资产的管理部门所使用

务管理人员需确认已对账后，财务系统才会对这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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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结账操作。在进行结账操作后，一旦发生固定资

发生。因此，促进网络资源共享建设，建立真实、准确

产价值与实物账不符合，财务人员需与固定资产管理

的动态数据，提高固定资产管理的工作质量，从而全面

人员互相配合查找原因，原因一经查证需马上进行更

提升高校管理工作的水平，最终实现高校资产管理数

正，例如可以将一些因时间差导致的资产台账已登记

据统一、账实相符的理想状态。

入账，但是尚未到财务报账造成的账账不符，编制一个
资产调节表作为一个对账依据，以保证财务处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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