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新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形式，地勘单位经营环境、管理体制正在逐渐
发生变化， 对于地勘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也产
生了较大影响， 对于财务管理水平要求逐渐
提升。对此，地勘单位应该对经济新常态形式
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财务管理模式
转型发展， 这样才能够有效促进地勘单位可
持续发展。

二、基于经济新常态的企业财务管理概述
当前， 我国宏观经济已经进入全新发展

阶段，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工
作面临很多发展机遇和挑战， 企业只有加强
财务管理，促进管理模式创新，才能够提升企
业经营效益。

三、经济新常态对地勘单位的影响
1.投资规模与投资方向改变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速度不断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并
在探究新型经济发展形势。对于地勘单位，其
投资规模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如今，地勘
单位投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传统的投资项
目规模逐渐减小。

2.融资渠道多元，融资方式多样
对于地勘单位而言， 经济新常态不仅是

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地勘行业具有一定的特
殊性，地勘单位项目投资量比较大，如果仅仅
采用单一的国家投资方式， 则国家需要承担
过大风险。在经济新常态下，地勘单位可以摒
弃传统的国家单一投资方式， 采用多渠道融
资方式，适当引入民间资本，拓宽融资渠道，
缓解地勘单位财务压力。

3.地勘单位改革新常态
在我国省级政府的协调统一下， 地勘单

位分类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 部分地勘单位
在改革过程中发展成为工艺一类或者二类。

在经济新常态下， 地勘行业整体发生较大变
化，在实现分类改革后，地勘单位也呈现全新
的格局形式。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地勘单位
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清晰， 地勘单位管理水平
逐渐提升，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

四、 经济新常态下地勘单位财务管理转
型方向

1.事企分离趋势
（1）采用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形式。对地勘单位实行事企分开，在地勘单
位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采用企业化、市场化
运作模式。对于控股企业而言，事业单位应该
严格依据投资企业章程规定，形成董事、监事
以及经营班组， 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经营管
理。对于各个参股企业，要根据被投资企业的
管理程序， 参与地勘单位日常经营管理中。
（2）严格落实地勘单位管理责任。对于地勘单
位事业单位法人代表， 需要对其所投资企业
的资金安全负责，提升地勘单位经营效益；建
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避免资产流失。

2.产权明晰化趋势
在实行企业化改制前， 地勘单位产权结

构比较单一， 地勘单位生产经营所需成本均
来自于政府预算拨款， 在资产形成以及资产
管理方面不够重视，产权模糊。在实行企业化
改制后，地勘单位资产产权均归于国有资产，
单位、企业、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明晰。 在
地勘单位日常经营活动中， 其会逐渐朝向投
资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 项目投资将成为地
勘单位常态化。只有明确项目产权，才能够确
定资产处分权、收益权以及经营决策权。地勘
单位需要构建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 以产权
关系作为纽带的财务管理体制， 并完善产权
管理制度， 这样才能够有效维护地勘单位生
产经营效益。

3.资产流动性加速化趋势

地勘单位资产种类有很多种，包括地产、
债权、股权、产品权证、设备、房产、服务等等，
上述资产种类都是在原有经营管理体制的基
础上形成的。在经济新常态下，地勘单位的职
能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地勘单位只有重复利
用上述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对各类资源进
行整合和利用，才能够创造出巨大效益。

4.混合所有制趋势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 混合所有

制是十分重要的改革发展方向，股份制、混合
所有制都是当前企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经营
形势， 在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发展企业混合所有制，有
利于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作
用，提升国有资产运行效率。地勘单位在改革
发展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充分发挥
资本杠杆作用， 提升地勘单位融资能力；第
二，促进体制机制转换，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
形势；第三，提升国有资产收益率；第四，扩大
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
能够实现优势互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5.资金管理集中化趋势
在地勘单位资金管理中，通过应用集中、

统一的管理方式， 有利于提升各个单位的资
金管理意识， 对地勘单位内部资源进行均衡
调节，同时还有利于提升单位财务监控能力，
缩小银行贷款规模， 提升地勘单位的信用等
级以及资金使用效益。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 地勘单位对内部资金进行集中统一
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对此，要求地
勘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管控能
力、服务协调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等，才能够
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促进地勘单位发展。

6.财务管理信息网络化趋势
在地勘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中， 财务信息

管理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要求应用先进

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对地勘单位财务信
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监督管理。 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 应该推广应用计算机技术和信
息技术， 这也是现代地勘单位经营管理发展
需要。 地勘单位内部需要全方位实现网络互
联互通，适应经济新常态下财务管理需要，转
变财务管理方式， 规范地勘单位财务管理行
为，提升财务风险防范水平，这样才能够促进
地勘单位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式，提
升地勘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和财务管理工作效
率，促进地勘单位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7.地勘单位价值链财务协同化趋势
在经济新常态下， 地勘单位转型涉及很

多内容，包括地勘单位价值链流程再造、价值
链评估等等， 这些是促进地勘单位变革发展
的关键， 通过对财务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评
估和优化设计， 能够将地勘单位目标分解至
各个业务流程以及战略单元中， 更好地实现
地勘单位经营管理目标。 地勘单位财务管理
需要为目标实现提供全方位支持， 将各项财
务管理工作要点融入地勘单位采购、制造、营
销等各个环节，明确各项业务流程，使财务管
理工作与业务流程进行有效结合； 将财务管
理融入地勘单位前端业务流程中； 将财务管
理事后控制、事中控制转变为事前控制，对前
端业务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和规划， 充分发
挥财务管理与各个生产环节的协同作用。 地
勘单位传统的财务管理工作强调对内部财务
数据进行管理，很难反映地勘单位价值，在价
值管理导向的应用中， 不仅需要对地勘单位
内部价值链上的增值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同
时还需要对地勘单位产业价值链进行价值管
理，准确梳理地勘单位内部各个生产环节，深
入研究产业价值链以及内部价值链， 这样才
能够为地勘单位建立产业价值分配模式和盈
利模式，实现地勘单位价值增值。

秋天，美丽迷人。它是梦幻的五
彩，神奇的仙境。

金秋时节， 家乡的秋风和煦轻
柔，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我。蓝天白云
飘逸悠扬，你闻，从远处飘来一股清
香，香中带着一种诱人的芬芳。秋菊
白里透黄、苹果你推我攘、桂花星星
点点、 水稻翻滚金浪……那碧天的
云，空灵的山，被秋雨洗黄的草，俨
然一位饰着金纱的少女， 在清凉的
秋风中翩翩起舞, 展现着迷人的倩
姿。 它没有春的妩媚， 没有夏的火
热，没有冬的含蓄。它就这样真实地
展示自己的一切！

哦，透明无暇的秋！
“滴滴……”窗外下起了小雨，

绵绵的秋雨仿佛是哭鼻子的小女
孩，向大地母亲诉说自己的心事。下
一会儿小雨却又是天晴，碧空如洗，
蓝得那么耀眼。满腔心事咋一下子被秋阳晾晒得一干
二净？ 秋天真是神秘，让你捉摸不着。

哦！ 充满梦幻的秋。
在秋天， 伫立在山巅的太阳宛如一位威武的战

士，抖落血液的站袍，溅在草丛中，渗入山下的小溪，
泛着数不清的涟漪。 你听，哗哗流水声和着宛转的
鸟鸣声，谱成一曲清新小调，在山野中飘荡，配上远
山的雾和天上的云。 置身之中，你是否感觉在仙境
中徜徉？

哦，美如仙境的秋！
可爱的秋天，不像春那么羞涩，不像夏那么坦露，

不像冬那么内向。
秋风飒飒，满天飘飞着金色的蝴蝶。这片片红叶，

是秋的色彩，是生命的色彩，是大地母亲血液的色彩！
金色的蝴蝶啊！ 你是在为谁而舞蹈呢？ 鲜花收敛了笑
脸，青草失去了光泽。 哦，我明白了，你是在为园子里
那眨着眼睛的小雏菊。 你悄悄地告诉我，你是由绿色
的蝴蝶变来的。春天给人新绿，夏天给人荫凉，只要秋
天一到，你们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就满天飞着去找
自己心爱的朋友去了。

哦，梦幻的五彩，神奇的仙境！ 我爱你，美丽的
秋天！ （指导老师 杨迪作）

在对中学生进行德育工作教育时，
许多 60 后、70 后教师面对虎气生生的
00 后学生时，有一些困惑，也有一些茫
然，时而还会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诚然，
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工作重点， 在目
前信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 更应该更新
方法，与时俱进。德育过程作为一个动态
系统来考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
教育者用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影响受
教育者，启发他们自觉接受教育，形成教
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过程， 德育只有
做到知、情、行的统一才能收到预期的德
育效果。

针对 00 后中学生思想上经常出
现的问题，本人积极探索方法，总结经
验教训，经过一系列德育工作实践，总
结出一点德育工作经验。 主要有以下
几点：

一、 教育说服法
教育说服法是通过“晓之以理”启发

和引导学生自觉地接受社会道德行为准
则，改正错误的道德观念，从而指导道德
行为的一种教育方法。现代心理学认为：
“教师晓喻的道理和提出的要求，只有在
学生心悦诚服时才能转化为学生的道德
要求， 进而产生道德动机推动道德行
为。 ”因此，如果学生对教师讲的道理不
能理解和接受， 压制和强迫不但不能取
得预期的教育结果，还会产生负效应，因
此教育说服法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 教
育说服的方法很多，如主题班会、思想品
德课、座谈会等。

二、情感陶冶法

初中生学习和活动处所主要在学
校和班级中， 其道德认识有很大一部
分是在学校和班级的环境中形成的。
因此， 校风和班风是一个特定而典型
的道德环境， 对学生是一种异常活跃
的教育因素， 它对学生的思想意识、
道德情操、 行为习惯等， 会产生直接
而巨大的影响。 优良的班风可以使整
个班级形成一种强烈而感人的气氛，
优良的班风能充分发挥情景教育的作
用， 对学生产生巨大而无形的“渗透
性” 影响， 使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它
的熏陶、 感染和同化， 引起情感的共
鸣，不由自主地接受它的“指令”，从而
达到“修身养性，壮情炼志”的目的。良
好的班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教育影响
作用， 是因为在这种良好的道德情景
的陶冶下， 可以使学生具有明确的是
非标准，对来自各方面的影响，能明辨
是非美丑和善恶荣辱。同时，这种良好
的道德情景中有健康而公正的集体舆
论。在这种健康舆论的陶冶下，可以使
学生的道德行为不断扩展与发扬光
大，使错误的行为受到谴责、抑制甚至
消除。

三、实践锻炼法
学生不仅要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形成

优良品德， 也要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实
践活动中得到完善和提高。 同时由于初
中生活泼好动、精力充沛、积极好学、求
知欲和上进心强，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各种实践活动恰恰特别符合他们的兴
趣爱好，能满足他们的多种需要。 我在实

践中也大量地采取各种实践锻炼方式，
创设各种情景， 在课堂上让学生对特定
事情采取他们所认为有效且符合道德规
范的措施，然后采取集体讨论法，最终得
出一定的道德评价。

四、榜样模仿法
榜样模仿法是引导学生通过模仿英

雄模范和其他先进人物的思想言行，促
进良好品德形成的一种教育方法。 教师
不仅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还
是学生人生道路的导航者。 在学生心目
中，教师是最直接效仿的榜样。 为了充
分发挥自身的榜样，我要学生做到的首
先自己做到，一方面对学生传授道德规
范， 另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努
力做一个高尚的人。 在与学生的交往
中，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既重
言传，又重身教，努力做一个修养品德
的表率。

00 后学生的思想意识、 心理品质、
价值标准与以往学生相比已大不相同，
因此，找准教育学生的好方法，并切实
落实学校德育目标将是一项十分复杂
而又具体细致的系统工作。 除学校常规
教学外，还要通过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军民共建、跨学校跨地区互助活动等渠
道，让学生进行道德体验，用贴近生活
的理论和实践， 培养学生的政治观点、
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和文明行为，培养
学生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平等竞争
思想以及适应社会需要的良好心理素
质，提高德育工作的效果，实现整体育
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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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常态下的地勘单位财务管理模式转型研究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三地质队 杨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