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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提高公路养护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思考
钱松美
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如东分中心，江苏 南通 226400
[摘要]公路是区域经济交流重要的纽带，因此必须重视公路工程的建设及公路工程投入使用后的养护工作，在公路工程养护
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养护对环境的影响，又要考虑到养护设备效率、养护工作成本等等方面，这样才能做好公路养护工作。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使得我国公路工程行业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有效的带动了行业内财务管理用作整体水平的提升的，
但是因为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财务管理工作并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其中窜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就那一步的加以
解决。要想保证公路行业稳定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力度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运用专业的方法来对会计信息的真
实性加以保证。这篇文章主要围绕公路养护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展开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中窜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解
决问题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公路养护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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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How to Improv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Highway Maintenanc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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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way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regional economic exchange, so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construction of highway
engineering and maintenance work after highway engineering is put into use. In process of highway engineering maintenance,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impact of maintenance on environment, but also consider efficiency of maintenance equipment, maintenance
cost and so on, so as to do a good job in highway maintenance. Driven by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ighway engineering industry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China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industry as a whole level of improvement.
However, because of various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work has not reached perfect state, many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in that step. In order to ensure stable development of highway industr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ncrease efforts to
promot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using professional methods to ensure authentic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highway maintenance institution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so as to promot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highway maintenanc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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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路养护工作的内容及优化措施
在公路工程被实际运用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公路工程结构往往会出现破损的情况，从而
会导致公路运营效率有所降低，这样对于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会造成严重的制约，要想促进公路运输效率的提升，
务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全面的落实公路养护和管理工作。
1.1 从地方环境的角度出发实施公路养护
公路的管理和养护工作是两项互无联系的工作，通常是在市场竞争中来创建公路养护制度，要想保证公路养护工
作的效果，务必要充分的结合市场发展趋势来综合分析，从而提升公路养护的整体水平。公路养护工作因为涉及到多
个层面，所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要充分结合公路周边生态环境情况，编制定期养护计划，保证公路工程能够始终保
持在稳定运行的状态。
1.2 制定统一的公路养护管理规范
要想全面的推进各项公路养护工作的开展，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加以辅助。在针对
公路技术实施管理工作的时候，编制高质量的公路养护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只有具备良好的养护制度，才能为各项工
作的开展提供指导。
1.3 根据实际建立科学的养护体系
在实施公路养护工作的时候，需要施工人员务必要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及时的发展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并
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从而促进养护效果的不断提升。怎样在开展公路养护工作的时候，能够保证交通的顺畅？
这是当前公路养护工作单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我们需要密切结合交通实际情况，在极易出现交通拥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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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创建切实可行的公路养护计划，或者可以安排专业人员在现场实施交通疏导，确保不会发生严重
的交通堵塞问题。总的来说，要在施工工程中重视实践经验在公路养护中的切实运用，并且要将专业知识与实际施工
工作充分的结合，确保公路养护工作的作用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1.4 构建公路养护网络管理系统
确保公路养护工作的效果，在施工中施工各个层级工作人员都要秉承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并严格按照前期制定
的施工计划，按部就班的开展施工工作。如果养护工作效果较差，势必会缩减公路结构的使用时长，并且会威胁到车
辆的安全通行，所以为了能够及时高效的对公路实施养护工作，最为重要的是要创建公路养护网络管理系统，在施工
中大范围的运用环保型物料。其次，运用最前沿的专业仪器设备对施工效果进行检测，对各项数据进行记录，并针对
全部信息数据实时综合分析研究，一旦发现问题，需要运用专业有效的方法加以处理。
1.5 采用高技术含量的公路养护设备
在进行公路养护工作的时候，切实的运用该技术含量的公路养护设备，可以有效的缩减工程整体花费，提升施工
效率。在实际开展养护工作的过程中，小型设备的运用十分普遍，其优越性主要是操作简便，在进行移动的时候，只
需要人为搬运，有效的提升了工作的销量。如果公路养护对整体效果要求较高，那么可以适当的运用大型养护设备。
其次，要想更加彻底的提升公路养护工作的效果和质量，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和需求，运用电子化设备。

2 会计信息质量的含义及特征
2.1 会计信息质量的含义
会计信息其实质就是在某经济组织内部的财务系统或者是财务工作人员，运用专业的会计计算关系，借助财务报
告、报表等多种不同的形式，针对某经济主体内部的运营财务状况实施说明，最终全面的反应出经济组织内部经营财
务状况以及现金流量变化情况等多方面信息。一般的情况下，企业会计信息涉及到管理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两个
方面。会计信息的整体水平能够更加全面的反应一个或多个经济主体在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内的经营成果、财务
[1]
状况等会计报告信息所具有的质量层次和价值水平 。
2.2 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
人们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具有的特殊性质进行认识了解经历了逐渐深入的过程，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多个不同专
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从多个专业的角度针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并取得了多项不同的结果。总的
[2]
来说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下列特点：高效性、完整性、可比性、严谨性、适用性等诸多的特征 。

3 影响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因分析
3.1 领导重视不够
通常的情况下，国家的交通建设性投资往往都是直接划拨到公路交通行业的施工单位以及养护单位。然而因为受
到工作方面的因素影响，施工单位以及养护单位通常最为重视的是自身内部各项法律法规的构建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对于财务管理工作缺少基本的重视，甚至部分单位管理工作人员并没有掌握财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所开展的财务
管理工作大都是停留在各项费用的支付和审批方面，这样就严重的阻碍了财务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不利于社
[3]
会稳定和谐发展 。
3.2 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财务控制以及内部管理控制两方面内容，要想有效将内部控制工作
的作用彻底的发挥出来，需要将两方面内容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首先要对风险控制进行合理的安排，保证各项没有任
何联系的工作能够独立的进行。部分单位为了节省人工成本，往往会为财务人员安排多项职务，这样往往会造成工作
混乱的情况，甚至会发生贪污的不良后果。
3.3 预算编制不够完善
公路交通行业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公路、桥梁项目实施建造、维护工作，其工作效果往往会受到市场物价波动的
影像，很多的地区甚至会受到环境的制约，预算的设计方法与定额都与工程项目施工和养护工作的整体成本存在密切
的关联，在进行预算设定的时候，单纯的利用增量预算法来设定预算往往无法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很多的部门往往只
是依靠下属部门上报的各方面的资料信息来对预算进行预判。这种逐层上报之后逐层下达的预算往往不具备良好的准
确性。诸如：在施工时间没有确定之前，施工资金迟迟不到位。尽管进行了人员薪酬结构的调整，但是预算定额却始
[4]
终维持不变。物料成本因为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导致价格差异较大 。
3.4 资产管理缺乏强效机制
当下，公路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被设定的价值下线为一千元，就现实物价水平来说，整体水平较低，并且种类繁多，
与其他价值较低并且消耗量较大的产品一同进行管理，往往会对管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严重的制约。固定资产没有设定
准确的报废日期，并且报废程序十分繁琐，新旧资产管理混乱，导致账务严重失实。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尽管我们
在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不断的完善，但是大都只是限制在文字性的报告方面，并没有彻底的解决资产使用效率低，
[5]
流失情况失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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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财务人员综合素质低
事业单位内部财务工作人员并没有完全的转变原有陈旧的理财理念，思想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当前财务
工作的内容只是停留在记账、算账、报账的层面，尽管财务账务整体美观性和完整性较强，但是其中涉及到的技术含
量较少。诸如：某项目工料机比例不均衡，并且缺少严禁的依据。专用款项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导致各项开销超支。
财务报告的经济活动分析只涉及到各项数据，缺少专门的解释。

4 提高公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4.1 增强领导意识及健全制度
公路行业上层管理人员应该彻底的打破传统管理理念的限制，以财务管理为核心，加大力度实施成本管理工作，
这样才能更加高效的对风险进行预测和管控，全面的落实对财务部门的监督和管控工作，并且要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
创建完善的预防风险机制，从而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内部存在的问题，规避不良经济损失的出现。创建健全的控制制度，
将内部各个不同职能的岗位进行分离，保证能够独立开展工作，详细的划分财务人员工作范畴以及职责范畴，逐渐的
投入更多的精力对财务部门实施定期检查核监督工作，一旦发现财务人员工作出现任何的问题和失误，需要第一时间
进行指正，提升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责任心。公路行业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编制详尽的财务部门工作责任
[6]
体系，这也是提升财务信息质量的有效方法 。
4.2 增强预算管理
财务工作人员要正确的理解预算编制在实际工作中的关键作用，事业单位需要针对预算编制前期的各项工作进行
合理的安排，结合各方面信息对编制时间进行科学的设计。在进行预算设计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务必要结合各个部
门提供的建议，可以组织商讨会议，综合各方面需求和建议来完善预算。在预算编制完成之后，不能随意更改任何一
个部门的划分，需要严格的遵照预算计划来进行费用的支出，促进公路行业会计信息的整体水平。
4.3 加强资产管理
公路行业部门务必要加大力度针对各类现实物质资产已经货币资产实施切实的管理工作，创建完善的额资产核实
机制，并进行有计划的盘点工作，确保公路行业内部各项资产信息能够全面的加以保存。针对那些大额资产可以利用
运用多人保管的形式，构建专门的物品材料采买机制，运用有效地对外招标的方法，从根本上保证采买的材料物品的
质量和性能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相关行政机构也需要针对采购审批制度加以切实的完善和优化，各项工作要以财政
部门为核心，相关部门辅助的形式开展，增强对各类资产的监督管理。
4.4 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财务人员对提高公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公路行业财务部门所出现的问题需要公路行业
部门制定相关解决办法。公路行业部门对财务人员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加强财务人员对财务相关知识的认识，提高
财务人员的财务技能。还要加强财务人员思想道德建设，提高财务人员的道德素养和思想认识，进而提高公路行业整
[7]
体的管理水平 。
4.5 不断优化公路行业财务会计管理环境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既跟财会人员直接相关，又离不开良好的财务会计管理环境。一方面，要增强公路行业人员
的法纪意识，积极营造自觉遵守财经纪律和《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和积极配合财
[8]
务会计工作人员，切实营造科学理财、高效管理的财务会计工作环境。 。

5 结语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在当前全面推进经济开放的形势下，有效的推动了公路行业的稳定发展，并且公路行
业也在逐渐的扭转发展方向，积极的参与到了现下严峻的市场竞争之中。作为公路行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和财会人员，
都要充分认识到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敢于直面公路行业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并根据公路行业的具体
实际，切实采取科学有效的对策措施，逐步提高公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从而为促进公路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
实的财务基础，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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