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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办〔2007〕19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有关人民团体，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 

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

工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部反映。 

附件：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 

财政部 

二〇〇七年四月三日 

 

 

  

https://baike.so.com/doc/5411133-56492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12702-10709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983-57851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968-55924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968-5592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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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核实工作，真实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暂行办法》（财办[2006]52 号）和国家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

位。 

第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实，是指财政部门根据国家资产清

查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中的资

产盘盈、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进行认定批复，并对资产总额进行确认

的工作。 

第四条 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防止流失，

兼顾实际”的原则，在规定权限内对资产损益进行处理，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资产核实工作一般按照

以下程序进行： 

（一）单位清理。单位根据国家资产清查政策、有关财务、会计

制度和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对资产清查中清理出的资产盘盈、资产损

失和资金挂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并编制报表和撰写工作报告。 

https://baike.so.com/doc/1893692-20036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1893692-20036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88251-4110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84595-31480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7834-5624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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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项审计。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对资产清查结果进行审核，并出

具专项审计报告。 

（三）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对单位申报的资产清查材料（含专项

审计报告）进行归纳、整理、汇总，并提出审核意见。 

（四）财政审批。财政部门对主管部门报送的资产清查材料进行

审核，并对清查结果予以批复。 

第六条 单位对资产清查中的损益事项应提供合法证据，单位负

责人对所提供的资产清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二章   资产盘盈 

第七条 资产盘盈是指单位在资产清查基准日无账面记载，但单

位实际占有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货币资金盘盈、存

货盘盈、有价证券盘盈、对外投资盘盈、固定资产盘盈、无形资产盘

盈、往来款项盘盈等。 

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规定及时办理竣工决算有关手续，不作为资产盘盈。 

第八条 货币资金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的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现

金和各类存款等。 

（一）现金盘盈，根据现金保管人确认的现金盘点表（包括倒推

至基准日的记录）和现金保管人对于现金盘盈的说明等进行认定。 

https://baike.so.com/doc/634131-6711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66022-66797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66022-66797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5969-56224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8891-104147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2292-64827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59277-13317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867-238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0278-566853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30278-5668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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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款盘盈，根据银行对账单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认

定。 

（三）清理出的“小金库”和账外收入比照货币资金盘盈处理。 

第九条 存货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库存材料、

材料和产成品等。 

存货盘盈，根据存货盘点表、经济鉴证证明和其他材料（保管人

对于盘盈的情况说明、价值确定依据等）进行认定。 

第十条 有价证券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的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有

价证券。 

有价证券盘盈，根据有价证券盘点表、盘盈情况说明、经济鉴证

证明、有价证券的价值确定依据等进行认定。 

第十一条 对外投资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的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

单位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盘盈，根据对外投资合同（协议）、经济鉴证证明、情

况说明等进行认定。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的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盘盈，根据固定资产盘点表、盘盈情况说明、经济鉴证

证明、盘盈价值确定依据（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类似资产的购买合

https://baike.so.com/doc/4013038-421010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197369-12665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21365-6334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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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票或竣工决算资料）等进行认定。难以确认价值的，委托中介

机构评估确定。 

（一）单位清理出的账外固定资产，若产权属于部门内其他单位

而被本单位长期无偿占用，且不属于纪检、监察部门规定清退范围的，

当事双方协商一致并按规定程序报批后，按账面价值申报无偿划拨；

若产权属于部门外单位的，当事双方应对占用资产按市场价值签订转

让或租赁合同，并按规定程序上报。纳入资产清查范围的对方单位按

本办法第三章规定处理。 

（二）清查出的因历史原因而无法入账的无主财产，根据《民法

通则》等有关规定，依法确认为国有资产的，要及时入账，纳入国有

资产管理范围。 

第十三条 无形资产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的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盘盈，根据无形资产盘点表、盘盈情况说明、经济鉴证

证明、盘盈价值确定依据（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类似资产的购买合

同、发票或自行开发资料）等进行认定。难以确认价值的，委托中介

机构评估确定。 

第十四条 暂付款、应收账款等往来款项盘盈是指单位清查出的

无账面记载或反映的暂付款、应收账款等往来款项。 

暂付款、应收账款等往来款项盘盈，根据盘盈情况说明、经济鉴

证证明、与对方单位的对账单或询证函等进行认定。 

https://baike.so.com/doc/5429380-56676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29380-56676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3537424-37206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658205-48715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40481-6954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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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产损失 

第十五条 资产损失是指单位在资产清查基准日有账面记载，但

不归本单位占有、使用或丧失使用价值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

包括货币资金损失、坏账损失、存货损失、有价证券损失、对外投资

损失、固定资产损失、无形资产损失等。 

第十六条 单位清查出的资产损失应逐项清理，取得合法证据后，

对损失项目及金额按规定进行核实认定。对已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外

部证据，而无法确定损失金额的，根据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进行

认定。 

第十七条 货币资金损失是指单位清查出的现金短缺和各类存款

损失等。 

现金短缺，在扣除责任人赔偿后，根据现金盘点表（包括倒推至

基准日的记录）、经济鉴证证明、短款说明及核准文件、赔偿责任认

定及说明、司法涉案材料等进行认定。各类存款损失比照执行。 

第十八条 坏账损失是指单位不能收回的各项应收款项造成的损

失。清查出的各项坏账，应分析原因，对有合法证据证明确实不能收

回的应收款项，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因债务单位破产、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政

府责令关闭等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根据法院的破产公告、破产清算

文件、工商部门注销吊销证明、政府部门有关文件等进行认定。对已

经清算的，扣除清偿部分后不能收回的款项认定为损失； 

https://baike.so.com/doc/4396168-4602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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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务人失踪、死亡的应收款项，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

进行认定。债务人财产不足清偿或无法追偿债务的，可以根据中介机

构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认定损失； 

（三）因战争、国际政治事件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收

回的应收款项，由单位做出专项说明，可以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

鉴证证明认定损失； 

四）其他逾期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一般应当根据生效的法院判

决书、裁定书认定损失。但以下三种情况可以按照下述方式认定损失： 

逾期三年以上、单笔数额较小、不足以弥补清收成本的，由单位

做出专项说明，可以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认定损失； 

逾期三年以上、有依法催收记录、债务人资不抵债且连续三年亏

损或停止经营三年以上、确实不能收回的，可以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

经济鉴证证明认定损失； 

逾期三年以上、债务人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依法催收确实不能

收回的，可以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或者我国驻外使（领）馆、

驻外商务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认定损失； 

（五）单位为减少坏账损失而与债务人协商，对逾期三年以上的

应收款项，按原值一定比例折扣后收回（含收回的实物资产）的，根

据双方签订的有效协议、资金回收证明和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鉴证证

明（或评估报告），对折扣部分可以认定为损失。 

https://baike.so.com/doc/5748652-59614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6014-5654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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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存货损失是指单位库存材料、材料、产成品等因盘亏、

毁损、报废、被盗等原因造成的损失。 

（一）盘亏的存货，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部分，可以根据存货盘

点表、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盘亏情况说明、盘亏的价值确

定依据、赔偿责任认定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等认定损失； 

（二）报废、毁损的存货，扣除残值及保险赔偿或责任人赔偿后

的部分，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技术鉴定部门或具有技术鉴定资格的中介

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证明（涉及保险索赔的应有保险公司理赔情况说

明）、毁损报废说明、赔偿责任认定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等认定损失； 

（三）被盗的存货，扣除保险理赔及责任人赔偿后的部分，可以

根据公安机关的结案证明、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涉及保险索赔

的应有保险公司理赔情况说明）认定损失； 

第二十条 有价证券及对外投资损失，应分析原因，有合法证据

证明不能收回的，可以认定损失。 

（一）因被投资单位破产、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

政府责令关闭等情况造成难以收回的不良投资，可以根据法院的破产

公告或者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工商部门的注销吊销文件、政府有关

部门的行政决定等认定损失； 

已经清算的，扣除清算资产清偿后的差额部分，可以认定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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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清算的，被投资单位剩余资产确实不足清偿投资的差额部分，

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可以认定为损失； 

（二）对事业单位参股投资项目较小，被投资单位已资不抵债且

连续停止经营三年以上的，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经济鉴证证明，对确

实不能收回的部分，可以认定为损失； 

（三）行政单位有价证券、事业单位证券等短期投资，未进行交

割或清理的，不能认定损失。 

第二十一条 固定资产损失是指单位房屋及建筑物、交通运输工

具、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因盘亏、毁损、报废、被盗等原因造成的

损失。 

（一）盘亏的固定资产，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差额部分，可以根

据固定资产盘点表、盘亏情况说明、盘亏的价值确定依据、社会中介

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赔偿责任认定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等认定损失； 

（二）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扣除残值、保险赔偿和责任人赔

偿后的差额部分，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技术鉴定部门或具有技术鉴定资

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鉴定证明（涉及保险索赔的应有保险公司理

赔情况说明）、毁损报废说明、赔偿责任认定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等

认定损失； 

因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固定资产毁损、报废的，

应当有相关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包括：事故处理报告、车辆报损证

明、房屋拆除证明、受灾证明等； 

https://baike.so.com/doc/1263493-13361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51693-51731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04229-428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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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盗的固定资产，扣除保险理赔及责任人赔偿后的部分，

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结案证明、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涉及保险

索赔的应有保险公司理赔情况说明）认定损失； 

第二十二条 无形资产损失是指无形资产因被其他新技术所代替

或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等所造成

的损失。 

无形资产损失，可以根据有关技术部门的鉴定材料，或者已经超

过了法律保护期限的证明文件等认定损失。 

第二十三条 单位经批准核销的不良债权等损失，实行“账销案

存”并进行清理和追索；经批准核销的实物资产损失应分类清理，对

有利用价值或残值的，应积极处理，降低损失。 

第四章   资金挂账 

第二十四条 资金挂账是指单位在资产清查基准日应按损益、收

支进行确认处理，但挂账未确认的资金（资产）数额。 

第二十五条 对于清查出的资金挂账，按照真实客观反映经济状

况的原则进行认定。中介机构对单位申报的资金挂账应当重点审计。 

第二十六条 特殊资金挂账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属于按国家规定组织实施住房制度改革，职工住房账面价

值、固定基金应冲减而未冲减的挂账，在按国家规定办理房改有关合

法手续、移交产权后，按规定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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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于对外投资中由于所办企业按国家要求脱钩等政策性因

素造成的损失挂账，在取得国家关于企业脱钩的文件和产权划转文件

后，可在办理资产核实手续时申报核销处理。 

（三）属于基本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支出超过基本建设概算的，作

为自筹基建支出列为暂付款的挂账，应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概算调整，

基本建设项目实际支出应纳入项目建设成本，并根据竣工财务决算批

复转增固定资产。 

（四）转制为企业的，因固定资产未按规定核定净值、造成固定

资产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按照使用年限和已使用年限对

固定资产净值进行重新估价。 

第五章   损益证据 

第二十七条 单位申报的各项资产盘盈、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

必须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和

特定事项的单位内部证据。 

第二十八条 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是指单位收集到的与本单

位资产损益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主要包括：单位的撤销、

合并公告及清偿文件；政府部门有关文件；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者裁定；

公安机关的结案证明；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注销、吊销及停业证明；

专业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保险公司的出险调查单和理赔计算单；企

业的破产公告及破产清算的清偿文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等。 

第二十九条 社会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是指社会中介机构按

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单位的某项经济事项出具的专项经济

https://baike.so.com/doc/182571-19286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4643-56210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75562-3138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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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证明或鉴证意见书。社会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

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专业鉴定机构等。 

第三十条 特定事项的单位内部证据是指单位对涉及资产盘盈、

盘亏或者实物资产报废、毁损及相关资金挂账等情况的内部证明和内

部鉴定意见书等。主要包括：有关会计核算资料和原始凭证；单位的

内部核批文件及情况说明；资产盘点表；单位内部技术鉴定小组或内

部专业技术部门的鉴定文件或资料；因经营管理责任造成的损失的责

任认定意见及赔偿情况说明；相关经济行为的业务合同等。 

第六章   审核批复 

第三十一条 中央级单位的固定资产损失，按照以下权限处理： 

（一）单项固定资产损失低于 50 万元的，根据中介机构的审计

意见，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后核销，并报主管部门、财政部备案； 

（二）单项固定资产损失超过 50 万元（含 50 万元），低于 200

万元的，由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核销，并报财政

部备案； 

（三）单项固定资产损失超过 200万元（含 200 万元）的，逐级

上报，经财政部批准后核销。 

第三十二条 中央级单位的货币资金损失、坏账损失、存货损失、

有价证券损失、对外投资损失、无形资产损失等其他类资产损失，分

类损失额低于 50万元的，由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https://baike.so.com/doc/5390739-5627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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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核销，并报财政部备案；分类损失额 50 万元（含 50万元）以上的，

逐级上报，经财政部批准后核销。 

第三十三条 单位对于清理出的各项资产盘盈（含账外资产），

应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确定价值，并在资产清查工作报告

中予以说明，按规定权限核实批复。 

中央级单位的资产盘盈审批权限，比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执行。 

第三十四条 地方单位资产盘盈、资产损失的审批权限，根据资

产清查工作的实际需要，由各级财政部门自行确定，并报上级财政部

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 单位的资金挂账，按照规定程序上报，经财政部门

批准后调整有关账目。 

第三十六条 根据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专项工作要求开展的资

产清查工作，有关资产损益的审批权限，可以根据资产清查工作的实

际需要另行确定。 

第七章   账务处理 

第三十七条 资产损益确认后，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账务处理： 

（一）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前的资产盘盈（含账外资产）可以按

照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暂行入账。待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后，

进行账务调整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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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前的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单位不得

自行进行账务处理。待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后，进行账务处理。 

第三十八条 资产盘盈、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按规定权限审批后，

按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账务处理。 

第三十九条 资产核实审批后，单位在 30 个工作日内将账务处理

结果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备案。未按规定调账的，应详细说明情况

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第四十条 单位需要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在资产核实审批

后，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单位下属企业注册资本发生变动的，

应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可根

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四十二条 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各级各类社会团体的资产核实

工作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三条 行政单位附属未脱钩企业，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

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兴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按照财政

部有关企业清产核资的规定执行。 

https://baike.so.com/doc/480177-508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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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单位改制为企业或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按国家有关

规定应进行价值重估、核实国家资本金等工作的，按照财政部有关企

业清产核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的住房公积金的资产核销

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https://baike.so.com/doc/5356165-55916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6890-55723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