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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ome management problems, which to a certain degree have 
affected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Jilin University. The author sums up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 of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s of Jilin University and analysis 
asse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its functions appraisal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o give the sugguestion that it is development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Asset management model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culture of assets management university. 

 
 

高校资产管理研究 

贺淑娟1, a  
1吉林大学资产管理与后勤处，吉林，中国 

an4n4china@126.com 

关键词:  高校; 资产; 管理; 变迁; 

中文摘要. 本文针对吉林大学国有资产的特点及其管理现状，经过多年实践经验，发现问题

总结分析，提出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吉林大学国有资产管理的综合模式。笔者围绕高校资产

管理的组织机构及其功能、绩效考核制度、财务监管制度、算管理制度及高校资产信息化管

理领域等方面进行分析，为我国高等学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下，对中国特色的高等学

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运行机制制订并完善提出建议。 

1．高校资产管理的状况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高校，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它是由原吉

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工业大学和解放军农牧大学

合并而成的全国重点综合性高校。学校合并之初，各个校区都有自己的资产管理归口部门，

在学校层面、学院层面有资产管理工作职能部门，并且其工作任务及责任不明确，存在交叉

管理和管理盲区的现象，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亦是资产的监管部

门，造成了吉林大学各校区的资源缺乏统筹配置和监管，体现在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与管理无

制衡、管理不规范、配置不合理、整体运营效率不高等问题。 

2．高校资产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首先，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高校资产管理的体制陈旧，满足不了新的形势发展需要。高校

资源管理的体制改革未能彻底打破，依旧按照老套的模式运行。未对高校资产实行全面统计、

统管且管理机构重叠、办事推委、办事效率低。其次，高校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没有形成

一套完整的高校资产管理组织机构，在费用使用上存在随意性，缺少有效的监管制度，使预

算在执行过程中偏离计划出现严重的超支或漏洞。另外，高校资源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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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管理混乱落后。设备仪器存在盲目购置，实验利用不高重复建设。缺失高素质专业

人员管理，且无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综上，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

制度变迁动力不足。有关管理人员缺乏制度变迁的意识和动力，安于现状，墨守陈规，而缺

乏对高校资产维护应有的责任心，不愿意制度变迁，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时代高校资产管理改

革变迁。 

3．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实施高校资产管理改革 

针对合校后吉林大学资产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迫切需要在高校管理方面理顺管理体制、

建章建制、依章管理。在市场经济时代，设置科学合理的资产管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笔者依

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创新提出合适中国特色的高校资产管理制度。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更替、转换及创新的过程。旧的高校资产管理制度的没有形成体系、

不完善。因此高校资产管理制度的变迁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重新安排制度及重新调整制

度结构的过程。当高校资产管理制度的现状无法满足新时期下高校资产管理需求，进而产生

了对更高效率制度需求。当高校资产管理的旧制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求，制度非均衡的情

况就会出现，此时就有必要推动制度变迁。 

另外，高校资产管理制度的制订涉及面广，关系到高校资产的使用效率和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制订新制度的时候，要十分谨慎，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既要顾及

到吉林大学各个校区的一般性，也要考虑到不同校区的特殊性。 

4．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完善高校资产管理对策 

完善高校资产管理制度，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建立并修订制度，保障高校资产功能的

有效发挥。 

4.1  完善高校资产管理的组织机构及功能 

针对当前吉林大学高校资产管理幅度过宽、链条过长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笔者

建议加强资产管理组织机构的建设，以吉林大学高校资产管理机构为主，及以外部中介组织

的管理模式。高校资产行政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制定高校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方针政策、长

远规划、规章制度决定高校资产的重点发展领域，制定高校资产经营考核体系负责资产经营

和使用。外部中介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授权范围内的高校国有资产进行直接的生产和经

营活动。 

1、制订高校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采用直接监督及授权等方式来实行监督权力，组织协

调审计、行政监察等部门对高校有资产的使用进行审计和监督。同时为了保障监督的有效性，

需要自行设立或借助外部独立的审计部门和会计事务所，让其出具有关报告，作为重要参考。  

2、高校应加强资产管理机构建设。对于已经建立的各个校区，则需要进一步完善资产管

理部门的职能，积极探索新的资产管理方法和模式，并加强与其他校区之间的合作交流，吸

取有益的管理经验及模式。 

3、加大对高校资产管理人员的投入。特别加强人才及品牌的管理，改变长期以来资产管理严

重缺失的局面。高校资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高校资产的利用效率，因此应注重

对高校资产管理的人力投入，给予足够的人员配置，同时加强对资产管理人员的技能培训，

优化其知识结构，拓展其视野，让他们充分了解高校资产的相关政策及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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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高校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制度 

完善高校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对资产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科

学合理的评价。只有形成对管理人员强有力的约束，这样才能有效地对相关管理人员行为进

行有效规范，避免造成因人员因素造成的高校资产损失。  

由于高校资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实行绩效评价是难以用具体数字指标衡量的。因此需要运

用一般和特殊方法，分别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资产管理人员进行

考核。此外，评价体系要涉及到整个高校资产运行的全过程，从动态的视角进行整体评价。

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也要实行多元化。要涉及资产管理、预算管理、财务绩效、社会评价等

多维影响因素的整体评价。 

4.3  完善高校资产财务监管制度 

高校资产的特殊性决定需要构建特殊的财务治理模式，保证高校资产的安全，推动资产

使用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须加大高校内部的财务监管，确保高校资产的健康发展。 

第一，健全学校个校区会计监管组织，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才。建立专门针对适合我

国特色的高校国有资产的会计监管组织，加强对各个校区资产的财务监管。 

第二，加大高校资产往来账款的日常管理。对高校日常往来账款的运行情况进行及时分析

与控制，进行认真总结，逐步采取相应制度和政策，预防玩忽职守、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

采用实物管理与资金管理相结合方法，对重点部门和项目的财务开展不定期的审计工作，明

晰使用单位与个人的财务责任。  

第三，推动财务监管的透明化和信息化。实现财务监管全过程的分级监控，实行电子账务制

度，构建账务信息数据库，保证财务监管的真实性和透明性；保证能及时反映资产的使用状

况，及时对帐、发现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4.4  完善高校资产预算管理制度 

高校的财政拨款要做好预算编制工作，保证预算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申请部门

要将申请预算外资金的理由、数量、使用方向及作用进行详细解释，并由资产管理部门根据

已有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决策，同时前将预算草案下达给各校区，广泛征求各校区的意

见，做到预算合理使用。 

此外，应当构建严格的预算绩效评价及考核制度。考核结果要与各级部门、个人利益密

切关联，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估考核及奖惩机制。具体来说，首先将预算过程分为编制、批准、

执行、审计和评价等若干阶段，每个阶段设立适合的执行者、评价方法和评价目标。 

4.5  加强高校资产信息化管理 

高校合并后资产管理面临着巨大的工作任务，需要及时对高校资产登记、管理。资产管

理信息化可以将房屋、车辆、土地及知识产权等有形及无形资产的一切有关信息统计、登记、

管理。先进的高校资源信息管理平台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高校的资源，提供资源利用效率。

因此必须构建高校资产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同时要大力发展高校资产管理的信息化，健

康完善的高校资产数据系统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以数据库为基础，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研发集数据查询、分析、预测等功能

为一身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集中与远程监管，对高校资产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控，提高资

产使用效率。例如仪器名称、数量、技术参数、金额、购置、调剂、报废、等信息，输入数

据库系统，分门别类，为日常监管提供及时、有效、全面的信息。具体方法可以采取条码技

术，将各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统一编号，贴上识别码，与具体资产一一对应，通过扫描

标识码就可以对资产相关信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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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长期以来，高校资产管理存在多头管理问题，导致国有资产管理理论及实践研究不能满

足其健康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滞后，尚未形成一套科学

完善的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理论体系及实践经验。笔者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问题原来，

找到解决途径，建立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高校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对策，塑造高校国有

资产管理文化。为我国高等学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国

有资产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及管理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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