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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有资产有效管理，保证国有资产安全

和完整，强化资产使用部门的管理责任，促进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使用

效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根据《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苏教规〔2011〕2 号）、《江苏省省属高等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考核评价实施细则（暂行）》（苏教财〔2013〕

4 号）、《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

理的意见》（苏教财〔2017〕1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目的： 

（一）促进国有资产管理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调动其工

作积极性，保障国有资产有效管理。 

（二）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考核，是指运用一定的考核方法、

量化指标及评价标准，对学校各二级学院、部门及资产管理员

履行其资产管理职能，以及对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效率等所进行

的综合性考核与评价。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一）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 

（二）国有资产过程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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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情况。 

第四条 考核采取日常监管与年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评主要通过材料审核、现场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 

第五条 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实行百分制，基本分为 100 分。

有减分项所列情况的，按减分标准减分，减完为止，不计负分。 

各二级学院、部门年度目标考核中国有资产管理分项按优

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进行评价。年度国有资产管

理考核得分 90 分以上的，统一按照优秀等级计分；得分在 80

分—89 分之间的，统一按照良好等级计分；考核得分在 70 分

—79 分之间的，统一按照合格等级计分；考核得分 70 分以下

的，统一按照不合格等级计分。 

第六条 成立由审计处、教务处、后勤管理处、物资设备

管理处、财务处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考评组，对各二级学院、

部门及资产管理员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分别填报《盐

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考核评分表》、《盐城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员考核评分表》。 

第七条 考评结果作为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和核定各二级学

院、部门下年度新增资产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对考评结果优

秀的各二级学院、部门给予通报表扬，在下年度部门资产预算

的资金安排上给予优先考虑；对考评结果不合格的二级学院、

部门进行通报批评，不予安排新增资产预算。 

第八条 因主观原因造成学校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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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责任事故，追究事故单位当事人等责任人维修、赔偿等责

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物资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内容及标准 

2.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员考核内容及标准 

3.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验）室设备利用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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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内容及标准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方法和提供材料 分值 

基础管理 

（20 分） 

制度执行情况 

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制度，每年至少进行国有资产清查盘点一

次。年内未进行国有资产清查盘点本项不得分。 
检查部门存档的资产清查记录 5 分 

重视资产交接，及时认真办理资产交接手续和资产管理系统

变动操作。保管人变动，未交接的本项不得分。 
资产交接记录等相关资料 5 分 

管理队伍 

人员保障 
主管资产领导重视资产管理工作、资产管理员队伍稳定，相

关人员熟悉资产管理制度及资产管理系统。 
1.现场提问 

2.检查研究资产管理工作的会议

记录或工作计划 

3.检查部门人员岗位职责 

5 分 

岗位职责 

资产管理工作未列入主管领导及资产管理员的岗位职责本项

不得分；资产管理员考核 70 分以下者，二级学院、部门本项

工作不得分。 

5 分 

过程管理 

与 

使用效益 

（80 分） 

账物签相符率 

按规范程序入账并粘贴条形码，账物签相符率达到 100％。

随机抽取 10 个资产编码和 10 个实物，实地核对（每个实训

中心另需分别随机抽取 5 个资产编码和 5 个实物）：无差错

得 15 分，正确率≥90%得 10 分，80%≤正确率〈90%得 5 分，

正确率<80%不得分。 

现场随机抽查相应数量的资产，检

查设备完好情况、账物签符合情

况、标签完好情况、随机资料齐备

情况和使用记录、维护保养记录、

维修记录情况及出租出借记录 

15 分 

随机资料 随机资料不齐备有一台扣 1 分。 5 分 

使用记录 

使用记录本少一本扣 1 分；记录不及时、不规范有一本扣 0.5

分；国有资产的出租出借未按学校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有一项

扣 2 分。正常使用资产丢失的，此项不得分。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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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方法和提供材料 分值 

设备完好 

维保维修 
维护保养记录不全或维护保养记录、维修记录缺一项扣 1 分；大

型仪器设备无定人操作和无定期维护保养，有一台扣1分。 
6 分 

完好情况 

设备有一台件不完好扣 1 分。  

完好设备标准： 

1.设备运转正常，零部件齐全，安全防护装置良好，磨损、腐蚀、

温度等不超过规定的标准，控制系统、计量仪器、仪表和润滑系

统工作正常，设备运转无超温超压现象。 

2.设备性能良好，精度、性能达到设计要求或实验要求。 

3.原料、燃料、油料等消耗正常，没有油、水、汽、电的泄漏现

象，外表清洁整齐。 

1.抽查 

2.标准 1 和标准 2 有一项不合格，

该设备即为不完好设备 

15 分 

利用率 利用率低于 100%有一室扣 2 分。 实训（验）室设备利用率统计表 10 分 

报废与处置 
不能使用或无维修价值的资产，符合报废要求的应及时办理

报废手续，报废资产实物未妥善保管，丢失一件扣 2 分。 
现场抽查 10 分 

低值品和耗材的管理规范 低值设备和耗材账目完整，得 3 分；无此账目不得分。 检查低值设备和耗材账目 5 分 

环境卫生与安全 

环境不整洁，摆放混乱，有一室扣 1 分；存在安全隐患有一

项扣 2 分；危险品的警示、重大设备操作规程少一项扣 1 分；

因管理责任导致资产丢失本项不得分。  

1.现场检查 

2.查安全隐患 

3.查丢失事故处理决定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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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员考核内容及标准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方法 

提供材料 
分值 

业务考核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维护 
人员库、地点库、单位库等信息库维护不及时，

出现差错有一项扣 2 分。  
1.检查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信息

库 

2.现场考核 

10 分 

申购、入库、领用、借用、调拨、报修、

报失报废、交接等熟练、规范操作，及时

办理交接、调拨、报废等手续 

资产管理系统操作不熟练，有一项扣 3 分；资产

管理系统不会操作，有一项扣 5 分；不办理交接，

有一项扣 5 分。 

30 分 

账物签 
账物、账签、账人相符；标签粘贴及时规

范  

随机抽取 5 个资产编码和 5 个实物（每个实训中

心另需分别随机抽取 5 个资产编码和 5 个实物）

实地核对；账物或账人不符的，有一件扣 2 分，

无标签或贴错签的有一件扣 1 分。 

现场抽查 20 分 

资产清查 
每年至少组织清查盘点 1 次，清查资料齐

全完整 
未组织清查不得分。 清查记录 20 分 

资料收集 

及上交 

各类资料及单据齐全保管完整，部门分散

采购项目资料及时上交备案；相关统计齐

全及时上交 

当年产生的各类资料及单据，该有的要有，没有

或保存极少的有一项扣 1 分；数据统计不齐全有

一项扣 1 分。 

1.提供当年各类单据（如有） 

2.资料统计上交情况 
10 分 



 

－7－ 

制度理解 

与执行 

严格遵守学院资产管理制度，按程序办

事，按时参加资产管理活动 

资产管理制度内容不熟悉，扣 5 分；无故缺席资

产会议有一次扣 2 分。 

1.现场提问 

2.资产会议记录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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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验）室设备利用率统计表 

二级学院（公章）：＿＿＿＿＿＿＿＿＿ 统计时间：＿＿＿＿＿  填表人：＿＿＿＿＿＿ 

实训中心、实验室  
 计划开出的实验 

人时数 

 实际开出的实验 

人时数 
设备利用率 

    

    

    

    

    

    

    

    

    

    

    

    

    

    

    

合计    

备注：1.设备利用率=实际开出的实验人时数÷实验计划开出的人时数。 

2.计划开出的实验人时数：是指正常教学时间内，在实验室内所有实验设备（按设备套数计算而不能按单一的设备台、

件数计算，一套设备由完成实验所需的一到多台、件组成，附属设备如“空调”等不算在内）理论上都完好的情况下，实验计

划规定开出的人时数。如实验中出现多人为一组同时利用一套设备完成实验的，一组按一个人时数算（即以组学时数为准）。 

3.实际开出的实验人时数：是指实际工作中所有利用实验室设备完成实验的人时数总数，包括正常教学时间及课余时间

内所有正常实验教学、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加班、各种竞赛活动等利用到设备完成实验的实际人时数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