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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资金安全管理内控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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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军队院校资金安全管理的特点与性质， 科学构建资金安全管理的风险

控制内控机制，从而确保资金取得合规合法，保证资金保障安全完整，提高资金应用效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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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in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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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finan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in
military academies and constructs risk control mechanisms through internal control of financial security
management scientifically so as to ensure the legal compliance of accessing the finance and the safety and
integrity of finance，to avoid risk of financial securit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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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事任务的增加和军费的不断增涨以及军

义。根据资金业务的特点，结合本学院财务管理实

队院校与地方科研单位的合作日益增多 ，军队院校

际，建立和完善资金管理内控机制度和核算方法 ，

资金管理风险日益增加，如何分析、辨别、防范和

对于加强单位财务管理、保护单位资金安全、保障

控制风险，建立健全军队院校资金安全管理内控机

教学科研任务完成、保证单位会计信息真实完整等

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军队院校资金主要是以货

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建立健全资金管理

币资金的形态存在，流动性强、风险高，必须切实

内部控制制度，确保资金取得合规合法，保证资金

加强对军队院校资金的管理与控制 ，有效防范军队

保障安全完整，提高资金应用效益效率

院校资金管理风险，保障与促进军队院校教学科研
建设的稳定发展。

［1］

。

二、 军队院校资金安全控制方面
存在的不足

一、军队院校资金的特点
目前军队在资金安全管理方面是有一套严密的
军队院校资金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较
高的控制风险。 军队院校在组织会计核算的过程

内控制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也存
在一些不足和执行不严的情况。

中，加强资金的管理控制与核算，对于确保资金安

（ 一） 资金控制不够科学

全、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益都具有重要意

资金流入和流出没有科学的计划预算 ，甚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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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预算，资金的使用随意性较大，不能科学统筹安

度，明确审批人对货币资金业务的审批方式、 权

排，容易出现较大资金的亏空或闲置 ，从而造成资

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规定经办人员办

金链的断裂和资金的浪费。在资金使用控制上没有

理资金业务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 。资金的收入实

设制科学的审批权限制度或者设制宽松的权限 ，造

行账户负责制， 由会计人员 （ 非出纳人员 ） 逐笔

成资金管理信息的失控与滞后，从而影响资金的安

审核、签收、登记、制单，无误后交出纳人员办理

全使用管理。

现金、银行收款手续，退票时出纳人员应及时通知

（ 二） 人员分工不够明确

有关会计人员冲账，将票证退还缴款单位。月末会

由于人员编制问题，个别单位存在会计从业人

计人员应与有关收款部门核对收款情况 ，发现问题

员的短缺，会计、资金管理分工不明确，有的是一

及时处理。资金支出实行按权限审批制度，由业务

个人代理所有工作，有的是交叉工作分工不细，有

部门经办人员办理付款凭证， 业务部门主管审批，

的是领导兼职，甚至有非会计从业人员从事资金安

单位财务主管人员批准核算，出纳人员从银行账户

全管理工作，内控制度如同虚设，形成资金安全管

中办理银行付款业务。审核人、经办人应在授权范

理的风险，造成资金的损失。

围内进行审批经办，对于超越审批权限的，有权拒

（ 三） 管理信息技术手段不够先进
管理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财务资金管理

绝办理。
3、建立内部稽核制度

的信息化建设也日新月异，有的单位对信息化技术

各单位应建立内部稽核制度，对监督检查过程

的要求不是太高，还停留在手工时代，不能运用先

中发现的问题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纠正和完善资

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资金安全管理 。造成资金安全管

金业务的内部稽核制度，明确相关机构或人员的工

理的隐患风险和资金运作信息的滞后 。

作职责，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相关

三、 构建和完善资金内控机制的
几点措施

岗位和人员的设置情况，看是否存在不相容职务混
岗的现象； 监督检查授权批准制度的执行情况 ，看
是否存在越权审批行为； 监督检查印章的保管情
况，看是否存在全部印章由一人保管现象 ； 监督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为了更好的做

查票据的保管情况，看是否存在票据管理漏洞。

好军队院校资金安全管理工作， 就必须根据新形

（ 二） 加强从业人员分工分管制度

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结合单位实际，需进一步修

1、实行岗位分工制度

改完善现有的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

各单位应当配备有会计从业资格的会计人员办

（ 一） 建立资金控制环节制度

理资金业务，办理资金业务的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

1、建立资金预算控制制度

职业素质，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客观

编制资金预算旨在对军队院校一定时期资金的

公正。各单位应当建立货币资金业务的岗位责任

流入和流出进行控制与统筹安排 。资金预算编制是

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办理资

否准确直接影响到各单位资金流转是否畅通 ，影响
［2］
到资金的利用效益与教学科研保障能力 。 因此，

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分离、相互制约和监督。出纳

要加强资金预算的可靠性控制，避免或减少预算编

费用、债权、 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严禁由一人

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资金预算编制和资金业务核

（ 包括出纳及其他会计人员 ） 办理资金业务的全过

算应分离开，以便更有力地控制资金业务。资金预

程。出纳人员对不符合规定和手续的收支业务有权

算编制后，财务部门应认真监督预算的执行 ，对资

拒绝办理。对涉及资金管理控制业务的业务人员实

金核算过程中实际现金收支的结果应定期同预算进

行定期轮换岗位，以相互牵制、相互监督。

行比较分析。如果出现重大差异，可采取必要的措

2、实行票据及有关印章分管制度

施来调查实际的收支结果。如可以每月初编制资金

各单位应当加强与资金相关的票据保管 ，由银

预算，通过每周做资金周报来分析差异原因 ，又通

行出纳人员负责各种票据的购买、保管、领用、背

过每日做资金日报来监督资金状况 。

书转让、注销等环节的工作，并专设登记簿进行记

2、建立按权限审批制度
各单位应当对资金业务建立严格的审批权限制

人员不得兼任稽核、 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 支出、

录，防止空白票据遗失被盗用。同时，各单位也要
( 下转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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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至本科教育园区，为学校的集中部署和长远建
设奠定用地基础； 同时积极创新军民融合发展模
式，启动了科技产业园的规划建设，为国防科技和
武器装备持续发展增强后劲。在整体规划上，注重
理念创新和功能定位。在院区规划上，注重理顺内
部关系，优化结构，完善营区功能，配套水电等基
础设施，分期、分区域提升校园环境品质，增强文
化氛围，使各院区形成与使命任务相适应的保障
力。二是创新模式， 严格程序， 打造优质精品工
程。国防科技大学坚持立足高起点规划 、高水平设
计，邀请院士团队参与学校规划建设 ，坚持以点带
片，一片带整的建设思路， 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同时，学校坚持高聚焦投入， 围绕重点建设任务，
每五年对营区建设规划进行优化 ，以确保规划的延
续性和可行性，并提出工程建设质量生命线、经费
平衡保底线和廉政建设高压线的 “三线 ” 管理理
念。近年来，学校多项工程分别获得教育部优秀设
计奖和军队优质工程一、二、三等奖，主要营区均
被全军评为绿色营区。 三是深化改革， 创新方法，
全面提升建设效益。国防科技大学坚持始终坚持艰

苦奋斗，勤俭建校，不断创新管理办法，完善规章
制度，加大监管力度，以提升建设效益。在工程建
设上，认真探索招标规律，不断深化招标改革，工
程招标采购由地方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实
施，工程评标优先采用最低评标价法，既充分体现
了 “竞争性”，又提升了效益； 在房地产管理上坚
持建管并重，强化管理秩序正规化、管理手段智能
化，并坚持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将营区生态环
境建设、土地储备等纳入长沙市发展规划，将学校
水、电等管网逐步接入地方管网， 实行市政化管
理，并积极引进社会优质资源承担相应的管理保障
任务，以确保现代营房建设综合效益不断提高 。
［参考文献］
［1］ 苗日新 . 清华校园规划的原则及其体现［J］. 清华大学学报，
1996（ 2） ： 81 － 87.
［2］ 洪江 . 研究型综合大学发展及其校院规划设计研究［D］. 浙
2002.
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责任编辑: 陈

勇)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 116 页)
加强预留印鉴的管理， 财务专用章应由会计人员
（ 非出纳人员） 专人保管， 个人名章必须由本人或
其授权人员保管。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
部印章。按规定需要有关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货币
资金业务，必须严格履行签字或盖章手续。
（ 三） 实行先进的技术管控制度
1、实行内部银行控制制度
内部银行是将社会银行的基本职能与管理方式
引入军队内部管理机制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内部资金
管理机构，主要是进行各单位内部日常往来结算和
资金调拨、运筹，已被证明是实现货币资金内部控
制目标的有效手段。及现在军队实行的资金集中支
付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实践发展还不平衡 ，一些单
位只是停留于内部资金调度的功能 ，对控制单位内
部资金流量、 流向、 流程的功能并没有应有的重
视。如果内部银行对集中起来的资金使用缺少有效
［3］
的控制，就可能导致重大资金管理的失误 。 如
现在的国防科大校务部财务集中支付中心就对全校
的资金进行了集中统管，设立了相当于内部银行的
管理机构，负责学校各学院的银行账户资金核算与
管理，有专门的人员对各学院的银行业务进行监
管，加强了对现金提取、资金转账、定期存款等业
务的监控。
2、实行安全的保卫手段

出纳地点要严格按照总部的要求配备必要的保
安监控系统，确证 “三铁一器 ”， 并作为单位保卫
部门的重点监控部位。出纳地点与外部办事人员间
要设置安全护栏。出纳人员不得擅自离岗，出纳人
员离开时必须将现金、有关票据存入保险柜。保险
柜的密码、网上银行公务卡转账操作所需网卡及密
码要由专人分开保管，不得任意移交他人，如需移
［4］
交他人要有书面记录，并及时更改密码 。
总之，资金的控制是整个财务管理的重点 ，资
金收支业务的内部控制是建立整个财务内部控制制
度的关键。加强资金内控机制建立和完善，确保资
金安全，对于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可靠，减少工作
差错，加强工作人员责任心，维护财经纪律、经营
秩序，防止或抑制营私舞弊行为以及事后审计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 景 峰 . 浅 谈 货 币 资 金 内 部 控 制 设 计［J］. 学 理 论，2013
（ 24） ： 76 － 77.
［2］ 陈明玉 . 规范企业资金运作提高资金利用效率［J］. 冶金财
2008（ 1） ： 9 － 11.
会，
［3］ 陈燕燕 . 浅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1） ： 58 － 59，
193.
2009
［4］ 岳慧英 . 浅析资金风险防范和集中管理［J］. 河北煤炭，
（ 6） ： 67 － 68.

( 责任编辑: 胡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