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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财政局文件 
 

 

津财会〔2017〕190 号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级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有关事项工作 

流程和操作指引的通知 

 

各市级有关单位： 

为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国有资产

处置程序，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津政发〔2014〕92 号）、《财政

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资〔2015〕90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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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津财会〔2014〕36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

津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津财会〔2014〕37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津财

会〔2017〕35 号）等有关规定，我们就我市行政事业单位部

分国有资产处置事项制定了工作流程和操作指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我局反映。 

 

附件：1．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程和

操作指引——资产报废 

      2．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程和

操作指引——资产出售、出让、转让 

      3．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程和

操作指引——资产无偿调拨（划转）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 

抄送：各区财政局，市财政局征收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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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附件 1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程

和操作指引——资产报废 

 

一、定义 

报废是指按有关规定或经有关部门、专家鉴定，对已不

能继续使用的资产，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 

二、适用范围 

（一）占有、使用的房屋及构筑物、车辆和一次性处置

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其他

资产。 

（二）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100 万元以下的其他资产。 

注：市属高校部门的处置标准及处置收入按国家及我市

相关规定执行；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并

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事业单位的资产报废事项，按照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实施监管，不适用本流程。 

三、审批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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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报废申请文件（红头、带文号、盖单位公章）； 

（二）报废资产鉴定报告（或报废资产的有关规定或有

效证明，如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强制淘汰、强制报废的证明、

文件、规定或标准）； 

（三）报废资产价值及权属证明（购货发票、记账凭证、

账簿等）； 

（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国有资产

处置申请单据； 

（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事业单位适用）； 

（六）因房屋拆除等原因需办理资产核销手续的，提交

相关职能部门的房屋拆除批复文件、建设项目拆建立项文

件、双方签定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七）公务用车报废处置的，提交市公车办同意处置的

有关审批证明； 

（八）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形成的会议决议或纪要； 

（九）审批部门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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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Ⅰ类（占有、使用的房屋及构筑物、车辆和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其他资产）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主管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召开资产处置
鉴定会，对需要处置资产进行审核鉴定并出具鉴定
报告，根据鉴定报告提出资产处置申请并附相关材
料以红头文件向主管部门申报，特殊资产应委托第

三方专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处置资料进行合
规性、真实性等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以红

头文件报市财政局审批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并二次

上报市财政局审批

将资产处置收入扣减处置应缴纳的税款和所发生的
相关费用（税金、评估费、技术鉴定费、交易手续
费、拍卖佣金等）后的余额及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报废的国有资产进行
公开处置及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向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下达处置资产的批复

注意事项：
主管部门的书面申请：

1、申请处置资产应明确申请报废国有资产的账面原

值以及对所属单位资产报废事项的审查意见；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
清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注意事项：

1、房屋的公开处置按照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相关规

定执行。

2、设备的公开处置按照关于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

企业的规定（详见津机管发〔2017〕45号文件）执

行。

对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处置文件进行初审，对需要
材料佐证资产处置的合理性时，下达《补正材料告

知书》，要求主管部门补正材料二次上报

将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审核意见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向主管部门下达处置资产的批复

结  束

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在处置事项完成并

取得处置收入后15日内，准备相关申报资料向市财

政局征收局申报处置收入上缴

征缴部门：征收局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资产处置收入上缴申
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开具《天津市非税

收入统一缴款书》

收到缴款书3日内，在缴款书第3联加盖银行预留印

鉴，并持第2、3联到开户行缴款，开户行将资金直

接划转国库

1

2 3

4

5

6

8

9

10

11

注意事项：
1、鉴定报告中须包含如下内容：

（1）鉴定过程，包括已损坏部件清
单及维修所需配件具体询价情况、
关键技术指标达不到要求的对照
（如资产规定使用期限和已使用期
限、核心部件规定使用次数和已使
用次数、应产生工作效果和实际效
果等指标对照）；
（2）报废资产残值收入的询价情
况；
（3）鉴定专家（人员）鉴定意见
（得出报废结论及专家签字确
认）；
（4）鉴定专家（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单位及部门、职务、学
历、职称及执业资格、联系方式
等）。

2、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报告

按如下要求提供：
（1）涉及专用设备及空调、电梯、
汽车、房屋等资产报废的，应由具
备与所承担工作相适应资质的专业
人员和专业胜任能力的第三方专业
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专项功能

鉴证意见书或证明）；
（2）涉及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求
强制淘汰、报废的，应出具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的证明文件及有关淘
汰、报废的规定标准文件。

3、处置申请需提交的相关资料详见

审批要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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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Ⅱ类（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100万元以下的其他资产）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主管部门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处置资料进行合

规性、真实性等审核批复，并将批复于15个

工作日内报市财政局备案

将资产处置收入扣减处置应缴纳的税款和所发生的
相关费用（税金、评估费、技术鉴定费、交易手续
费、拍卖佣金等）后的余额及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报废的国有资产进行
公开处置及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注意事项：
主管部门应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防将一次
性大额资产处置拆分成若干小额资产以规避市财政
局审批流程的行为。

结  束

征缴部门：征收局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资产处置收入上缴申
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开具《天津市非税

收入统一缴款书》

注意事项：
1、鉴定报告中须包含如下内容：

（1）鉴定过程，包括已损坏部件清
单及维修所需配件具体询价情况、
关键技术指标达不到要求的对照
（如资产规定使用期限和已使用期
限、核心部件规定使用次数和已使
用次数、应产生工作效果和实际效
果等指标对照）；
（2）报废资产残值收入的询价情
况；
（3）鉴定专家（人员）鉴定意见
（得出报废结论及专家签字确
认）；
（4）鉴定专家（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单位及部门、职务、学
历、职称及执业资格、联系方式
等）。

2、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报告

按如下要求提供：
（1）涉及专用设备及空调、电梯、
汽车、房屋等资产报废的，应由具
备与所承担工作相适应资质的专业
人员和专业胜任能力的第三方专业
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专项功能

鉴证意见书或证明）；
（2）涉及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求
强制淘汰、报废的，应出具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的证明文件及有关淘
汰、报废的规定标准文件。

3、处置申请需提交的相关资料详见

审批要件。

注意事项：
设备的公开处置按照关于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企

业的规定（详见津机管发〔2017〕45号文件）执

行。

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在处置事项完成并

取得处置收入后15日内，准备相关申报资料向市财

政局征收局申报处置收入上缴

收到缴款书3日内，在缴款书第3联加盖银行预留印

鉴，并持第2、3联到开户行缴款，开户行将资金直

接划转国库

对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处置批复文件等资料进行
备案审查，对需要材料佐证资产处置的合理性

时，要求主管部门补正材料或整改

1

2 3

5
6

7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或整改

并二次上报市财政局

3

4

5 将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批复意见进行审
查，审查后对各单位提交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核销申请予以通过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召开资产处置
鉴定会，对需要处置资产进行审核鉴定并出具鉴定
报告，根据鉴定报告提出资产处置申请并附相关材
料以红头文件向主管部门申报，特殊资产应委托第

三方专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

主管部门报市财政局备案材料：

1.主管部门同意所属单位报废资产的批复文件（抄送市财政局）或主管部门对报废资产向市财政局进行备案的函；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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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

程和操作指引——资产 

出售、出让、转让 

 

一、定义 

出售、出让、转让是指变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所有权或占有、使用权并取得相应收益的行为。 

二、适用范围 

（一）占有、使用的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和一次

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100 万元及以上

的其他资产。 

（二）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100 万元以下的其他资产。 

注：市属高校部门的处置标准及处置收入按国家及我市

相关规定执行；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并

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交易按照《天津

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有关事项的通知》（津财会〔2017〕35 号）等企业国有资产

监管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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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批要件 

（一）出售、出让、转让资产书面申请文件（红头、带

文号、盖单位公章）； 

（二）出售、出让、转让资产的价值及权属证明（购货

发票、记账凭证、账簿等）； 

（三）出售、出让、转让资产方案，包括资产的基本情

况，处置的原因、方式； 

（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国有资产

处置申请单据； 

（五）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处置的，提交出售、出让、

转让合同草案； 

（六）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形成的会议决议或纪要； 

（七）中介机构出具的出售、出让、转让资产评估报告； 

（八）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表或备案

表； 

（九）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事业单位适用）； 

（十）处置行为的法律意见书； 

（十一）审批部门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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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出让、转让—Ⅰ类（占有、使用的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和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其他资

产）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主管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召开资产处置
鉴定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国有资产
处置事项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
提出资产处置申请并附相关材料，以红头文件向主

管部门申报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处置资料进行合
规性、真实性等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以红

头文件报市财政局审批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并二次

上报市财政局审批

将资产处置收入扣减处置应缴纳的税款和所发生的
相关费用（税金、评估费、技术鉴定费、交易手续
费、拍卖佣金等）后的余额及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出售（出让、转让）
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处置及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向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下达处置资产的批复

注意事项：
处置申请需提交的相关资料详见审

批要件。

注意事项：
主管部门的书面申请：

1.申请处置资产应明确申请出售（出让、转让）国有
资产的账面原值以及对所属单位资产出售（出让、转

让）事项的审查意见；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
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注意事项：

1.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售、出
让、转让，应当通过公开拍卖、招
投标等公开进场交易方式进行，经
主管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同意采用场

外直接协议方式的除外。

2.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
售、出让、转让，以按规定权限由
市财政局、主管部门备案或核准的
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价值作
为市场竞价的参考依据，意向交易

价格低于评估结果90%的，应当按
规定权限报市财政局重新确认后进

行交易。

3.房屋的公开处置按照天津市产权

交易中心相关规定执行。

对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处置文件进行初审，对需要
材料佐证资产处置的合理性时，下达《补正材料告

知书》，要求主管部门补正材料二次上报

将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审核意见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向主管部门下达处置资产的批复

结  束

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在处置事项完成并

取得处置收入后15日内，准备相关申报资料向市财

政局征收局申报处置收入上缴

征缴部门：征收局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资产处置收入上缴申
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开具《天津市非税

收入统一缴款书》

收到缴款书3日内，在缴款书第3联加盖银行预留印

鉴，并持第2、3联到开户行缴款，开户行将资金直

接划转国库

1

2 3

4

5

6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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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出让、转让—Ⅱ类（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100万元以下的其他资产）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主管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召开资产处置
鉴定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国有资产
处置事项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
提出资产处置申请并附相关材料以红头文件向主管

部门申报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处置资料进行合

规性、真实性等审核批复，并将批复于15个

工作日内报市财政局备案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或整

改，并二次上报市财政局备案

将资产处置收入扣减处置应缴纳的税款和所发生的
相关费用（税金、评估费、技术鉴定费、交易手续
费、拍卖佣金等）后的余额及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出售（出让、转让）
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处置及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注意事项：
处置申请需提交的相关资料详见审

批要件。

注意事项：
主管部门应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防将一次性
大额资产处置拆分成若干小额资产以规避市财政局审

批流程的行为。

注意事项：

1.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售、出
让、转让，应当通过公开拍卖、招
投标等公开进场交易方式进行，经
主管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同意采用场

外直接协议方式的除外。

2.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
售、出让、转让，以按规定权限由
市财政局、主管部门备案或核准的
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价值作
为市场竞价的参考依据，意向交易

价格低于评估结果90%的，应当按
规定权限报主管部门重新确认后进

行交易。

对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处置批复文件等资料进行备
案审查，对需要材料佐证资产处置的合理性时，要

求主管部门补正材料二次上报或整改

结  束

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在处置事项完成并

取得处置收入后15日内，准备相关申报资料向市财

政局征收局申报处置收入上缴

征缴部门：征收局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资产处置收入上缴申
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开具《天津市非税

收入统一缴款书》

收到缴款书3日内，在缴款书第3联加盖银行预留印

鉴，并持第2、3联到开户行缴款，开户行将资金直

接划转国库

1

2 3

4

5

6

7

将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批复意见进行审查，
审查后对各单位提交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信息系统核销申请予以通过

3

4

5

主管部门报市财政局备案材料：

1.主管部门同意所属单位出售、出让、转让资产的批复文件（抄送市财政局）或主管部门对出售、出让、转让资产向市财政局进行备案的函；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 11 - 

附件 3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流程
和操作指引——资产无偿调拨（划转） 

 

一、定义 

无偿调拨（划转）是指在不改变国有资产性质的前提下，

以无偿转让的方式变更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权的行为。 

二、适用范围 

（一）同一主管部门所属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间国有资产

无偿调拨（划转）。 

1．占有、使用的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和一次

性无偿调拨（划转）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其他资产； 

2．一次性无偿调拨（划转）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

面价值）在 100 万元以下的其他资产； 

（二）跨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的无偿调拨（划转）。 

（三）跨级次国有资产的无偿调拨（划转）。 

1．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给

区级； 

2．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给

市级。 

注：市属高校部门的无偿调拨（划转）标准按国家及我

市相关规定执行；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



 - 12 - 

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事业单位的资产（产权）无偿调拨

（划转）事项，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如《企业国有

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2005〕239 号）

等）实施监管，不适用本流程。 

三、审批要件 

（一）无偿调拨（划转）资产的书面申请文件（红头、

带文号、盖公章）； 

（二）调拨（划转）资产的价值及权属证明（购货发票、

记账凭证等）； 

（三）因单位撤销、合并、分立以及隶属关系调整而移

交资产的，需提供撤销、合并、分立以及隶属关系调整的批

文、资产清查工作报告； 

（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国有资产

处置申请单据； 

（五）划转双方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适用）； 

（六）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形成的会议决议或纪要； 

（七）跨市级主管部门无偿调拨（划转）的，提交接收

方主管部门同意接收无偿调拨（划转）资产的有关文件，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给区级的，应提

交区级主管部门和区财政局（资产管理部门）同意接收的相

关文件； 

（八）审批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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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调拨（划转）— 同一主管部门所属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间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
          —占有、使用的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和一次性无偿调拨（划转）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其他资产

市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 市级划出方主管部门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无偿调拨（划
转）资料进行合规性、真实性等审核并出具
审核意见，以红头文件报市财政局审批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并二次
上报市财政局审批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无偿调拨（划转）的
国有资产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向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下达无偿调拨（划
转）资产的批复

对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无偿调拨（划转）文件进行
初审，对需要材料佐证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的合
理性时，下达《补正材料告知书》，要求主管部门

补正材料二次上报

将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审核意见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向主管部门下达无偿调拨（划

转）资产的批复

结  束

1

2 3

4

5

67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对需要无偿调
拨（划转）资产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意见提出资产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并附相关材料以红头文件向

主管部门申报

注意事项：
主管部门的书面申请：
1、申请无偿调拨（划转）资产应明确申请国有
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的账面原值以及对所属
单位资产无偿调拨（划转）事项的审查意见；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
价值清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注意事项：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需提交的
相关资料详见审批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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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调拨（划转）—同一主管部门所属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之间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
            — 一次性无偿调拨（划转）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100万元以下的其他资产

市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 市级划出方主管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对需要无偿调
拨（划转）资产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意见提出资产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并附相关材料以红头文件向

主管部门申报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无偿调拨（划
转）资料进行合规性、真实性等审核批复，
并将批复于15个工作日内报市财政局备案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无偿调拨（划转）的
国有资产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结  束

1

2 3

4

对市级接收方单位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无偿调拨
（划转）批复文件等资料进行备案审查，对需要
材料佐证资产处置的合理性时，要求主管部门补

正材料二次上报或整改

5

注意事项：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需提交的
相关资料详见审批要件。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或整
改，并二次上报市财政局备案

将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审核意见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进行正式备案

3

主管部门报市财政局备案材料：

1、主管部门同意所属单位无偿调拨（划转）资产的批复文件（抄送市财政局）或主管部门对无偿调拨（划转）资产向市财政局进行备案的函；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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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 市级划出方主管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对需要无偿调
拨（划转）资产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意见提出资产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并附相关材料以红头文件向

主管部门申报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无偿调拨（划
转）资料进行合规性、真实性等审核并出具
审核意见，将审核意见报市财政局审批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无偿调拨（划转）的
国有资产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向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下达无偿调拨（划
转）资产的批复

注意事项：
1、主管部门需提交的审批资料（不含明细要件）：
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中应明确对所属单位资产无偿
调拨（划转）事项的审批意见并包含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单（加盖主管
部门公章）。
2、主管部门应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防将一
次性大额资产调拨（划转）拆分成若干小额资产以
规避市财政局审批流程的行为。

结  束

1

2 3

4

对市级划出方单位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无偿调拨
（划转）文件进行初审，对需要材料佐证资产无
偿调拨（划转）的合理性时，下达《补正材料告

知书》，要求主管部门补正材料二次上报

5

无偿调拨（划转）—跨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的无偿调拨（划转）

注意事项：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需提交的
相关资料详见审批要件。

6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并二次
上报市财政局审批

将市级划出方单位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审
核意见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向市级划出方单位
主管部门下达无偿调拨（划转）资产的批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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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调拨（划转）—跨级次国有资产的无偿调拨（划转）—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给区级

市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 市级划出方单位主管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对需要无偿调
拨（划转）资产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意见提出资产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并附区级接收方单位
主管部门和区财政局同意接收的相关文件等材料以

红头文件向主管部门申报

对市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无偿调拨
（划转）资料进行合规性、真实性等审核并
出具审核意见，以红头文件报市财政局审批

对市财政局要求提交的材料进行补正并二次
上报市财政局审批

根据主管部门的批复，对申请无偿调拨（划转）的
国有资产进行调拨、划转及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核销

市财政局

开  始

向各市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下达无偿调拨
（划转）资产的批复

注意事项：
主管部门的书面申请：
1、申请无偿调拨（划转）资产应明确申请国有资产无
偿调拨（划转）的账面原值以及对所属单位资产无偿
调拨（划转）事项的审查意见；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
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对市级划出方单位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无偿调拨
（划转）文件进行初审，对需要材料佐证资产无偿
调拨（划转）的合理性时，下达《补正材料告知

书》，要求主管部门补正材料二次上报

将市级划出方单位主管部门二次上报的材料和审
核意见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向市级划出方单位
主管部门下达无偿调拨（划转）资产的批复

结  束

1

2 3

4

5

67

注意事项：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需提交的

相关资料详见审批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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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调拨（划转）—跨级次国有资产的无偿调拨（划转）—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给市级

市级接收方行政事业单位 市级接收方单位主管部门

市级接收方单位主管部门对市级行政事业单
位的申报无偿调拨（划转）资料进行合规
性、真实性等审核，就接收国有资产事项向

市财政局征询意见

根据主管部门同意备案的意见，对申请无偿调拨
（划转）的国有资产进行相应账务处理，并在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登记

市财政局

开  始

结  束

对市级接收方单位主管部门提交的资产无偿调拨
（划转）批复文件等资料进行备案审查，审查通

过后进行正式备案

1

2 3

4区级划出方行政事业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回函办理
资产划出手续后，市级接收方行政事业单位应按照
规定办理资产接收手续，将接收资产的有关情况报

主管部门备案

6

5

针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接收国有资产的情况进行
审核并出具同意接收国有资产的回函

主管部门报市财政局备案材料：

1、主管部门对无偿调拨（划转）资产向市财政局进行备案的函；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资产价值清单（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市级接收方行政事业单位取得区级划出方财政局
（资产管理部门）的划出国有资产的意见函后，提
出资产无偿调拨（划转）申请并附相关材料以红头

文件向主管部门申报

根据市财政局的回函，向市级接收方单位下
达同意接收函

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申报无偿调拨（划
转）备案资料进行合规性、真实性等审核，

审核通过后于15个工作日内报市财政局备案 7

7

注意事项：
无偿调拨（划转）申请需提交的相
关资料详见审批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