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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务流程再造的思路
1.流程再造内涵。财务流程再造是通
过对现有财务流程进行分析与整合，其基
本思想在于通过流程的再造为客户创造
价值。财务流程并不仅仅指财务报销、借
款等一般意义的流程，而是包含了价值创
造整个环节的广泛意义的概念。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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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客户也不同于企业等营利性机构
摘 要：
“放管服”改革的深化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大数据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来获取支付对价的客户，其客户至少包含内
及信息化浪潮等，给出了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新的命题。文章
部的员工及管理层，
外部的资金提供者及监管机构。
从科学事业单位财务流程再造的内涵出发，探讨再造相关思路。
2.以服务科研业务为中心。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面对的主
结合某研究所进行的探索，分析财务流程再造实践中可能出现
要客户是内部客户，为内部客户创造价值是流程再造的主要目
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标。财务流程再造应该关注整个业务背后的价值链，
从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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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进一步进行流程的整合工作。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A
3.与政府会计改革相协调。财务流程再造需要与目前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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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双基础双功能双报告”的政府会计改革相适应。政府会计
标准体系是财务工作的“风向标”与“指路灯”，也对科学事业单
一、问题的提出
位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财务流程再造应该服从服务与政
1.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目标与特点。科学事业单位财务
府会计改革目标。
管理以合法合规为主要目标，通过预决算管理、经费支出审核
4.需要考虑的几个具体因素。财务流程再造并不单纯是财务
等，对科研经费进行财务管理。
部门的工作，即使该项工作是由财务部门牵头，也应该将该业务
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资金来源确
作为推动科研事业单位整体改革与“放管服”的整体战略之一。
定了资金的用途，财务管理要把握相关性。在放管服的背景下，
财务流程再造需要考虑与组织架构、信息化基础等适应性，并可
虽然部分预算调整的权限下放到了项目实施单位，但如自然科
以进行价值链分析及 PDCA 等工具。业务流程从来不能脱离组
学基金等项目资金，在经费支出报销或项目验收时均有支出内
织的架构而单独存在，
组织架构是业务流程存在的物理基础。财
容与课题相关的要求，
也就限制了资金用途。二是以预算管理为
务流程再造需要与组织架构相适应，并考虑未来机构调整、变革
主要抓手。预算管理贯穿项目申请、立项与批准、执行、
财务验收
同时流
的流程适应性。信息化为财务流程再造提供了重要手段，
的整个过程，也是衡量经费支出合理、合规的重要参考。虽然科
程再造也受到信息化薄弱基础的限制。
学研究路线具有偶然性，伴随经费支出与预算的偏离，科学事业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 1985 年提出价值链
单位应审核重大科研路线变更的带来的预算变更合理性，如预
的概念，
将业务流程描述为一个价值链。通过对业务单位的价值
算科目及金额的变更超出了本单位财务管理权限，应及时协助
链分析，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是提高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科研人员按流程向上级主管部门办理变更。三是业务流程短，但
而是随着内外部
的有效途径。流程再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
同质化业务流程数量较多。以某研究所 2018 年数据为例为例，
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的长期性工作。美国质量管理专家
2018 年差旅费及资产类（耗材与设备）两种业务合计报销笔数，
休哈特博士提出的 PDCA 循 环， 即 将 一 项 工 作 划 分 为 计 划
占总报销笔数的 87.3%，且根据放管服的要求进行流程再造后， （plan）、
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四个阶段，是流程再造
无实质内容的审批环节被删减，一般业务流程中仅有二至三个
工作中的有效工具。
审批环节（含前置审批部门）。
三、
某研究所探索
2.科学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1）政府会计
1.研究所及财务岗位设置。该研究所主要是从事某一领域的
改革。2014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批转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
综合研究，承担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国家
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与 2015 年 10 月财政部发布的《政府会计
科技支撑计划、科技基础性专项、国家 XX 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准则 - 基本准则》及九项具体准则（截止 2019 年 1 月 16 日），共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等项目。研究所下
同构成了当前政府会计标准体系。科学事业单位过去执行的是
设综合办公室、科技处、人事处、财务处、资产处等管理部门。财
以收付实现制为主，部分业务采用权责发生制的《科学事业单位
务处岗位设置如下图。
会计制度》，而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后执行的是以权责发生制为
基础的政府会计标准。会计基础的变化对科学事业单位的财务
管理中的人员知识储备、信息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重大挑
战。同时新的政府会计标准以其标准可比的会计语言与国际趋
同的会计基础，为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工具。（2）信
2.财务业务流程再造 - 以差旅费报销为例。以差旅费报销为
息化浪潮。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扑面而来，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
例，
流程再造前差旅费报销一般流程如下：

网 +”行动计划，分享经济等都成为时代的标签。四大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中的德勤于 2018 年 5 月率先发布了“小勤人”
（德勤机
器人的昵称）帮助财务人员解决基础财务问题的视频。一个“小
勤人”
三四个小时就完成了财务人一天的基础性重复性工作。财
—
其中除第一个环节经办人填写报销单及最后一个环节财务
务人员在面临挑战的同时，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分析与决策
处审核为业务流程必经环节外，课题负责人对（下转第 120 页）
辅助工作。

新形势下科学事业单位财务流程再造研究

— 118 —

《经济师》2019 年第 4 期

●财会经济
规范学校经济行为，实现内部控制的信
息化。因此，实用、便捷、相互牵制是实施
网上报账审批的指导思想。
2.技术准备。利用或优化学校现有的
信息平台，使网上预约报账系统与网上
签约系统无缝对接，借助手机、
PC 机、自
助投递机以及超大容量服务器等介质实
现报账业务从申请、审批、投递、审核制
单、款项支付到查询业务流程线上流转、
控制，打破传统报账模式在时间、地点上
的限制。
做好系统的初始化工作。将学校各
类经费使用及管理流程进行梳理，对需
要分级授权审签的重大专项、采购审批、
合同审批、公务接待审批、公务出国审批
等特殊管理项目进行分类，整理总结成
文档。并将流程固化到审签系统中，系统
自动提示应提交的下一级审批部门及审
批人、自动控制各项预算额度。
3.实施路径。从调研已实施网上报账
审批的部分高校来看，目前主要存在以
下两种实施路径。一是利用学校已有的
信息管理系统如 OA 流程软件平台、教
师信息服务平台等进行二次开发，将审
批权限嵌入审批流程中。审批单打印出
来后作为报销凭证的一种附件处理；二

是在现有的网上预约报账系统的基础
上，引进同一软件开发商的网上签批系
统，网上预约报账系统与网上签约系统
实时对接，报账经办人在预约报账系统
中填制预约报销单后，可以通过点击预
约审签系统将预约报销单及相关票据、
合同协议等附件影像上传给审批人进行
审核，审批人签署意见后再提交给经办
人，经办人就可以将带有电子签名的报
销单打印出来，提交财务处进行账务处
理。前一种路径比较容易实现，
但还没有
和财务报账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
接，后者则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同时要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如超大容量
的服务器等。各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实施网上报账审批。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报销模式的改变必然会给报账经办
人、审批人、财务人员带来诸多不适应，
系统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
的问题。从事前的宣传发动、
各类经费项
目的梳理分类、系统初始化到业务管控
流程的设计、业务培训、沟通与协调，这
一切都需要学校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精
心组织领导，需要各单位、各业务环节、
各工作岗位打破壁垒、密切配合、强化横

（上接第 118 页）经费支出负第一责任。如果经办人为课题负责
人或者课题负责人的回避人员（如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符
合实验室负责人签批作为内部控制要求。课题组长的在签批
时无实际审核内容，大部分课题组长本身也是课题负责人。课
题组长也会因为出差等原因造成审批时间的延长。鉴于此，流
程修改点：取消课题组长审核环节。限额以下的报销单由课题
负责人签批，限额以上的报销单由实验室负责人签批后交财
务审核。限额以下课题负责人报销单也需要交由实验室主任
签批。
原先的出差审批单及报销单均需要该环节处理人在报销单
手工签批，经常会因为审批人出差造成费用报销的延迟。为提高
报销效率，流程再造小组与信息部门协商将出差审批单与费用
报销设置为线上流程。流程上线后，
可以实现同一个流程内的事
前审批、费用报销的审批。将事前审批与事后费用报销集中在一
个流程内处理，二者有效衔接。通过人事部门获取组织结构及人
员信息后，通过系统设置的审批流程将线上流程自动流转至相
应的审批人。系统提供 WEB 界面和微信两种方式供科研人员选
择，以适应审批人员的移动审批、提高流程流转效率。通过对财
务付款流程的分析，将过去的手工付款方式修改为银企互联付
款，缩短付款环节的时间。
3.新流程的实施。新流程的实施经历了前期的调查研究，广
泛征求了科研财务助理的意见和建议，并到兄弟单位进行了学
习交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前期下，
对相关流程进行了深入的价
值链分析，找出了审批流程中的“低价值”环节。经充分的讨论
后，借助与信息中心的力量，完成了审批流程从线下到线上，从
两个流程到一个流程的转变。从实施效果看，基本实现财务流程
再造目标，并且找到了后续待优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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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协同、
认真落实到位。
五、
结语
实施网上报账审批，将使高校财务
信息化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财务管理
的触角延深将更广更深。在解决“签字
难”
、
“报账难”
，提升报账效率的同时，也
能促使高校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更加符
合内部控制的要求，使高校内部控制信
息化建设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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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再造后，差旅费的费用报销审批时间长度由原先的
5~7 天左右降低至 3~5 天，
减少了科研人员的“跑腿”现象。该流
程再造项目的实施，也慢慢让科研人员养成了线上办公的习惯，
同时不必再因为“不知道找谁审批”的问题烦恼，不需要因为少
了审批签字忧愁。财务人员的审核流程中精简了签字是否齐全
的审核环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业务实质合规及数据分析及
决策支持方面。
四、结语
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迫切要求科学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进行
流程再造，
对业务流程进行设计与整合。目前科学事业单位正处
于政府会计改革及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大背景下，以服务科研业
务，
通过价值链分析为内部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目标。以期将财
务管理从过去简单重复的工作中就解放出来，更多地关注于数
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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