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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功能 

根据财政部 2006 年《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财政部关于开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产工作的通知》

财办[2006]51 号文件精神, 为顺利完成财政部 2007 年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清

查工作,受教育部财务司委托,并与研制财政部清查软件公司协调,北京化工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处研制了"高校仪器设备与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系统转换系统",
本系统可以轻松、快捷地将高校数据传送到财政部清查软件中,完成财政部数据

上报工作。 
财政部下发配套软件“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报表管理系统”采用的

资产分类编码与高校采用的资产分类代码不同，该软件暂没有分类代码转换功

能，人工输入工作量很大，且完成资产清查工作时间紧。考虑全国高校资产管理

大多采用的计算机管理软件是北京化工大学开发的 “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资产管理专家对教育部资产分类（16 大类

16000 多分类号）与财政部采用的分类标准（10 大类 1600 多分类号）做成资产

分类对照表，并与“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报表管理系统”开发单位协商，

根据技术规范研制了本系统。采用本系统，可快速完成从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把数据转入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报表管理系统中。 
 
 

一、系统运行环境 

1、建议硬件环境 

IBM/PC 兼容机，586 以上 CPU，256M 以上内存（建议 512M 以上），500M 硬盘空

间，VGA 彩色显示器，鼠标。 

2、软件环境 

中文 Windows95、Windows98 操作系统，在 Windows2000、WindowsNT、WindowsXP

操作系统下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 

建议使用 Windows98、Windows2000 操作系统，使用 Windows95 需要升级 IE 到

5.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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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安装及启动 

 软件下载： 

1、通过访问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站点： 

www.assets.buct.edu.cn  或 202.4.135.34 

2、http://www.stats.edu.cn - 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 

以学校代码登陆系统（默认密码:0000）---〉下载管理软件 

下载后，通过 Winrar 释放，执行 disk1\setup.exe 

一）、软件安装 

1. 首先将系统安装光盘放入光驱，系统开始读取光盘内的数据； 

2. 打开光盘，鼠标点击 setup.exe ； 

 

3. 出现“欢迎”窗口，单击“确定”按钮；输入姓名、单位（可不填写），

接着进入“选择目标设置”窗口，用户可通过单击“浏览”按钮，在弹出

的窗口中选择软件的安装路径，或者安装到系统默认路径，默认路径为：

“C:\sbzh.win\”，设置好路径后，单击“下一个”按钮； 

4. 点下图大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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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软件安装完毕后，弹出设置,输入学校代码(教育部颁布)进入系统或单击

“退出”按钮。  

二）软件卸载 

如果要卸载“高校资产清查系统”，只要进入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 卸载

即可。 

三）系统启动 

系统安装完成后，会在“开始”菜单中增加程序文件夹“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Ver2007”----》“高校资产清查系统”。用户可使用多种方式启动软件： 

• 选择【开始/程序/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ver2007/高校资产清查系

统】。  

• 进入系统的安装路径下，双击执行程序“zczh.exe”。  

系统操作 

注意：在进入系统前，请通过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根据资产核查情况，调

整好数据，查错后，确认后本系统。 

如下图：输入学校代码，或下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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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作： 
如果本机安装了“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或相应数据在本机某文件夹下，可点 

 ，系统提示输入数据截止日期（根据财政部要求，默认为：2006
年 12/31），确定，系统提醒：是----》自动查找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 否---》
手工定位数据存放文件夹。 
自动查找后，如果本机多处安装“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如下图，则需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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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必须选择主机库(s_zj.dbf)所在文件夹，比如 c:\sbgl.win\dbfs ，不能简单选择 c:\sbgl.win 
 
如本机没有安装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只需本地有数据（s_zj.dbf ,s_Dw）即可，手

工定位 
选择相应数据所在文件夹即可。 
系统找到后，自动把符合条件数据复制到本系统（不会影响高校仪器设备系统数

据），系统根据数据规范自动查错，如果有错，建议退出本系统进入“高校仪器

设备管理系统”修改后，再进入本系统。 
如果对数据没有特殊要求，本机器已安装财政部下发的相关清查软件或者已知安

装其软件的 IP 地址可点下面图标，执行 

       
 
说明： IP 地址：  如果财政部清查软件在本地，则默认 127.0.0.1 ,如果想传送

到其他机器（已安装财政部清查软件），则输入机器所在的

IP 
       用户名：  默认为 sa 
       密码：    如果是安装财政部下发软件的数据库,则密码为 cfit808(小写) ,

本系统已经默认. 
       库名:  用户不用输入,系统自动查找 
以上信息确认后 ,如果系统没有找到对应数据库，请已三原色进入“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系统”建立帐套后，再进入本系统。 
即可上传.,系统传送过程中出现 错误(数据类型转换),主要由于购置日期等填写

不规范造成,系统可忽略后,继续执行即可.传送成功后,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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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可选择否,再选择继续执行程序即可) 

 
 
 
至此，传送工作完成。 

  ---〉对从高校仪器设备系统接收的数据进行查错，效果与高校仪器设

备系统查错一致。 

--- 浏览检查数据后错误的信息。 

----〉对从高校仪器设备系统接收的数据进行个别修改，建议仍然高校

仪器设备系统，在此修改，不反映到高校仪器设备系统中. 

-- 对要转换的设备数据,进行数据项成批替换, 不反应到高校仪器设

备系统中。 
 

- 数据转换到财政部下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中后,浏览转

换后数据,(不可修改)。 

- 数据转换到财政部下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中后,浏览修

改转换后数据,(高级使用，可修改，建议掌握其技术规范后修改) 。
但建议通过”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修改, 

数据转换到财政部下发“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中后，把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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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据转换成 Excel ,默认在当前文件夹下，文件名为 ZC.XLS 

--- 可自由组合各类数据表。 

 
因各校在高校仪器设备管理中软件类资产放置的类不同，本系统提供设置功能，

只需设置教育部的分类号，即可能转入到财政部资产核查系统中，提示：在传送

转换前做本功能.. 
 

 
 
设备代码维护等，请参照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操作。 

特别提示： 

转换后数据修改，建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中

进行，具体参见其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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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安装财政部软件 

 
在安装财政部软件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1.财政部软件与高校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可以安装在不同的计算机中,但要有网络连通. 

2. 财政部软件建库时,即<<卡片系统配置>>和<<清查系统配置>>如下图: 

 
图 1 

 
图 2 

连接的数据库类型必须采用 MSDE 或 SQL Server. 

3.必须记住图 1 或图 2 中的参数.此参数在财政部软件与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软件数

据传送时将要用到. 

如您采用采用 MSDE 数据库,则用户名为:sa,密码: cfit808(小写),数据库服务器:可参

照图 1 中的提示. 

如您采用采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则用户名和密码是您在安装 SQL Server2000 时定义

的,数据库服务器:可参照图 2 中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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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HT3200 资产清查 

1.HT3200 条码扫描终端 

 

ＨＴ３２００手持条码数据终端（清查机） 功能介绍 

1、手持条码数据采集系统应采用 symbol 的扫描引擎，快速、准

确地阅读多种一维条码，能有效地阅读残缺码、模糊码； 

2、手持条码数据采集系统通讯：一个串行口，高速红外通讯口

和标准红外通讯口； 

3、操作系统：HTOS 中英文操作系统；  

4、编程语言：HTBASE、C 语言、PASCAL 和 IBM 汇编； 

5、条码标签规范美观，节省制作时间，准确度高； 
6、采用条码技术，由仪器编号生成唯一条码； 
7、设备管理员在清查现场通过手持条码数据采集系统屏幕显示

可以及时发现资产的变动和流失情况； 

（一）后台管理（已融合在仪器设备管理系统中） 
 
 
 
 

 
 
 
 
 
 
 
 
 
 
 

 
 
A.条码打印 
 
 
 
 
 
 
 
 
 
B、 资产盘查 

 

A、条码标签 1 
B、条码标签 2 
C、条码标签 3 
D、条码标签 4 
E、设备清查总帐 
F、设备清查分户明细帐 
G、设备清查明细表

A、清查通讯 
 
B、设置清查数据项 
C、提示设置 
D、数据排序 
E、清查报表输出 
 
 

A、 传送数据到清查机 
B、 接收清查机数据 

A、 清查仪器设备帐 
B、 清查仪器设备分户明细帐 
C、 未清查仪器设备帐 
D、 未清查仪器设备分户明细帐 
E、 异常清查仪器设备明细帐 
F、手清查仪器设备明细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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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码扫描终端能存放仪器设备数据多少条记录？ 

答：能存放 2 万条数据。 

 

3.假如我校有 5 万条仪器设备数据，我该如何清查？ 

答：您可以先挑出几个要清查单位的数据传送到条码扫描终端，待这几个单位清查完后，将

条码扫描终端清查结果数据传送到仪器设备系统中，再挑出另外几个要清查单位的数据传送

到条码扫描终端即可。 

 

 

 
 
 
A.开始盘查 
 
 

 
 

A、设置清查单位 
B、条码扫描清查 
C、键盘输入清查 
D、现状设置 
 
E、清查报表输出 
 

A、 建议报废 
B、 单位不符 
C、 已经报废 
D、 丢失 
E、 借出 
F、 调出 
G、 重复入账 
H、 报废留用

A、 条码扫描清查设备数 
B、 手输清查设备数 
C、 未清查设备数 
D、 异常设备数 

 
B、统计信息 
 

 
C、明细查询 
 

A、 条码扫描清查设备数 
B、手输清查设备数 
C、未清查设备数 
D、异常设备数 

 
D、数据通讯 
 

C、 传送数据到计算机 
D、 接收计算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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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PDA 资产核查系统登陆 

 
在手持终端机中点击资产盘查应用程序（AssetCheck.exe）启动系统。（程序默认位置为

我的设备\DiskOnChip\AssetCheck\AssetCheck.exe） 
程序启动后进入登陆界面，如图一所示： 

1.   在“单位编码”框中输入登录单位编号，按回车键进行其他项目的输入或用鼠标单击

其他需输入的项目框。 

2.  在“单位密码”框中输入密码，若密码有误，系统会提示您请再次输入。 

3.        当所有项目输入完毕后，单击“登录”按钮或按回车键（图二），进入主系统。（图

三） 

4. 当光标进入输入框的时间，系统将直接调用软键盘进行输入。点击屏幕右下角的“拼”

字能打开或关闭软键盘，点击“拼”旁边的黑色小三角可转换输入法。（通过这个方法

可将输入法转为手写输入） 

5. 输入的单位编码决定了进行资产管理的范围，即只能管理此单位及其下属部门的资产。 

6. 进入系统后点击相应的模块进入不同的功能操作。在主系统中可以点击“修改登陆用户”

重新进入登陆界面修改登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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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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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A 资产盘点 

资产盘点模块实现对资产的清查，修改，新增功能。 
第一节 点击“资产盘点”，出现选择单位窗口（图四）。在选择单位窗口选

择盘点的单位，用触控笔在树型结构列表中选择所在的部门，如果

大的部门前面有展开标记“+”，则可以用触控笔点击“+”，再继续

选择下属部门。部门选择后，该部门的名称则显示在主界面的“部

门”文本框中。选择部门后，可以用触控笔点击“确定”按钮以确

认所做的选择，并返回主界面（图五）；如果要放弃刚才的选择，用

触控笔点击“取消”按钮，并返回主界面。 

 

    图四         图五 
第二节 主界面包括三种类型，扫描核查（图五），手工核查（图六），新增

盘盈资产（图七）。可点击屏幕下部的分类标签进入相应的审核模式。 
第三节 切换单位；可点击切换单位按钮更改当前盘查的单位。 
第四节 扫描核查；当选择扫描核查时，先按机身左侧银色扫描按钮扫描资

产上的条码，系统将自动与基础资产信息比对并显示相应的状态数

据。 
第五节 手工核查；选择手工核查时，系统将自动调用软键盘，利用软键盘

输入资产上条码对应的资产编号，点击旁边的确定，系统将自动与

基础资产信息比对并显示相应的状态数据。 
第六节 新增盘盈资产；选择新增盘盈资产可从手持终端机上录入一条新资

产的详细内容。这个模块适用于如果发现实物在现场，但没有标签，

经核实，确实是该单位设备，则应该能记录该情况(盘盈) 
第七节 如果找到但与盘点单位不符（即出现别的单位设备在该单位发现

了），则提示单位不符，系统自动记录（图八）。（单位不符） 
第八节 如果没找到，根据现场核查，如果是已经报废，但实物没有处置，

则设置为“已经报废”。如果是已经报废，但实物留用，则设置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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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留用”。（图九） 
第九节 如果找到，则显示各数据项，用户根据管理员设置的可修改数据项，

根据现场设备属性信息修改数据项，修改后可保存。 (正常)。如果

根据设备实物，比较陈旧，可修改下方的盘点状态，设置为“建议

报废”。（图十） 

                  
    图六         图七 
 

         
    图八         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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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二 

第十节 在资产盘查主界面下点击返回将返回主菜单。在返回时，系统将自

动效验选择清查的单位是否还有未盘查的资产，如果发现还有未盘

查的资产则提示是否察看当前单位未核查数据（图十一）。如果选择

否，直接退出到主菜单；如果选择是，进入审核未盘数据窗口（图

十二）。 
第十一节 在核查后，通过查询发现没有核查的设备，通过现场问讯，可通过

审核未盘数据窗口设置为资产状态为“丢失”，“借出”，“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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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A 统计查询 

统计查询模块实现对盘查资产的统计和查询功能。 
第十二节 点击“查询统计”，进入资产盘查统计查询主菜单中（图十三）。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第十三节 统计信息；进入统计信息模块(图十四)，点击统计按钮，系统自动将

当前选择的单位的资产盘查情况进行统计并显示出来。 
第十四节 明细查询；进入明细查询模块（图十五），点下拉框选择查询当前单

位资产的各种状态，如果有一些状态没有列在下拉框中则表明该单

位没有这类状态的资产。 
第十五节 浏览未盘；进入浏览未盘模块（图十六），系统列出所有未盘查的数

据，在此窗口可直接修改未盘资产的状态为“丢失”，“借出”和“调

出”。 



高校资产核查转换系统_____(北京化工大学国资处编制) 

18 

第十六节 浏览移动；进入浏览移动模块（图十七），系统列出所有移动的数据

（“丢失”，“借出”）。 
第十七节 浏览盘盈；进入浏览盘盈模块（图十八），系统列出所有盘盈的数据。 

 

 
    图十七        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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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A 资产变更 

资产变更模块根据各学院递交的报废等变动单，扫描变动单上的条形码，记录变动设备的仪

器编号，同时核查变动单信息是否正确，一批变动单处理完毕后，就可以手持 PDA 去现场

核查，如果确认报废，可做标记，现场处理完毕，PC 机可接受该批设备编号，进行后台成

批处理帐目与打印 
 

 
    图十九         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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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A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模块实现对资产数据的导入与导出功能。（注：此功能由系统管理员所有且进入的

密码设置特殊，故注意不要将此部分内容提供给普通用户，以防造成数据丢失）。 
第十八节 进入方法；在登陆模块的单位编码中输入“0000000000”（十个 0），

在单位密码中输入“1111111111”（十个 1），点击“取消”按钮进入

主菜单，点击“系统维护”进入模块（图二十一）。 
第十九节 导入数据；当从 PC 机系统下传了基础数据文件后，点击更新各项

基础信息。（注意：更新数据将自动清除以前的数据，故更新前请确

认已经将盘点完成后的数据已经导出并上传到 PC 系统中了。） 
第二十节 导出数据；当盘点完成后，请及时的进行导出数据，并上传到 PC

中。 

 
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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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现状 

高校资产管理经过手工管理---〉计算机单机管理---〉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提高了资产

管理水平及效率。学校对资产管理日趋重视，经常资产核查，但依然存在帐帐（资产帐与财

务帐）、帐实（资产帐与实物）不符，甚至边清边乱等情况，这主要因为资产管理具有信息

量大而复杂，涉及岗位、人员众多，处理流程繁琐，院系管理人员多为兼职，没有进行实物

核查有效的工具。鉴于此，北京化工大学国资处根据自身管理需要以及长期使用我校资产管

理软件的兄弟院校的建议，开发了本套资产条码清查系统。 

 

二、基于条码进行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的意义： 

 帮助高校提高固定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帮助高校实现资产帐、卡、物统一，清查实物，现场修改电子帐，对高校整体资产了如

指掌。 

 采集资产基础数据，为高校资产管理、分析、经营提供数据基础。 

 有效跟踪资产动态，如报废、调拨、盘点、维修等数据，同时有机衔接了资产管理系统

与资产管理工作流程。 

三、功能介绍： 

1、资产新增（资产购买） 

 引入工作流、审批流和单据验证来管理资产采购。 

 移动计算协助为学校完成大批量、多品种、多供应商集中统一验收。 

2、资产登记 

 资产编码 

 录入资产属性信息               

3、资产标签印制 

 连接资产管理软件批量打印 

 制成具有防尘、防水、不易破损的 PVC 标签 

4、资产领用、调拨----增加说明 

 资产领用、资产借用\租赁\调拨 

5、资产转移和报废 

 保管员将申请报废的资产进行鉴定，现场进行甄别，防止张冠李戴。 

 资产保管员变更时，系统记录下变更信息的部门、保管员、位置等信息。 

6、资产现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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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盘点：学校资产盘点使用移动终端对资产进行快速清查。移动终端盘点一改以往手

工盘点、人为校验的落后操作方式，操作准确率高、工作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同时根

据盘点记录，进行现场修改确认，生成盘点报表。 

7、资产查询统计 

 系统提供分类统计报表 

 

四、硬件介绍： 

1、PHL5300 条码识别终端 

功能： 

条码扫描 

智能商务 PDA，支持手写输入 

移动商务电话 

2、Zebra 条码打印机 

功能： 

条码打印，外形小巧、功能强大，首张出纸速度快 

自带中文字库 

支持多种连接方式：串口、并口以及 USB 接口 

 

五、 具体价格 

   一套   19800 元 （含 PHL5300 一台，标签打印机一台及相关软件）。 

 

六、联系方式：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Tel:010-64433871,64439008 

 Fax: 010-64414504 

  

七、资产盘点时间分析 

根据高校资产盘点时间统计，假设一个高校有 5 亿元固定资产，资产总数计 3 万件： 

 人工操作+盘点清单 自动识别终端操作 

每件资产每次盘点时间 5 分钟 15 秒 

按每件资产盘 2 次，共花时间 10 分钟 30 秒 

所有资产盘点时间 10*30000=300000 分钟 30*30000=900000 秒 

共花时间，按每个工作日 8 小时，

每月 20 个工作日 

约 600 人.工作日 约 30 人.工作日 

结果需要 30个人1个月完成盘点 6 人 1 周时间完成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