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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察机关计财装备工作是确保各项检察业务顺利开展的基础，是推进检察事业发展的“发动机”，在新
形势下，其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基层检察院在条件、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开展计
财装备工作，发挥对各项检察工作的促进作用，已成为计财装备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我院在认真落实
“抓保障、保中心、促发展”的九字计财装备工作方针的同时，创新思路，提出了“强管理、求效益、
促发展”的工作方针，注重科学管理，强化服务意识，计财装备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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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financial equipment work i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procuratorial business,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curatorial cause of th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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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s importance is increasingly apparent.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financial equipment work,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uratorial work, has become the main
problem facing the financial equipment department. While earnestly implementing the nine-word
financial equipment working policy of “grasping support, protecting center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our institute has innovated ideas and put forward the working policy of “strong management, seeking benefit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We pay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the financial equipment work has achieved new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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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检察司法体制改革，基层检察机关工作业务范围不断拓展，尤其是在“四大检察”和“十大
业务”工作的推进中，起着全面协调发展的使命和作用，着力提高了政策法规运用能力。对基层检察
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求更高，基层检察院工作量和执法办案成本随着增加，对基层检察机关计划
财务装备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章妍[1]提出基层监察业务数据质量的提升有径可寻，周佳慧[2]
对基层检察队伍管理研究，提出能够有效丰富和充实基层检察队伍管理理论，对加强 W 县检察院的队
伍管理工作建设有着现实的作用和指导意义，有助于破解基层检察机关普遍存在的队伍管理难题，提
升检察队伍的管理水平，提高检察工作的效能，助力检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沈佼[3]提出加强对不
支持监督申请案件的息诉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李楠[4]在
基层检察信息技术部门如何服务保障检察工作的探讨中指出基层检察信息技术部门如何服务保障检察
工作，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效率和工作质量，是现阶段科学谋划基层检察信息技术工作发展需要探讨
的问题。袁媛[5]从基层检察机关内部控制建设现状入手，通过 COSO 五要素理论分析现阶段内控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单位层面、业务层面、风险评估及事后评价与监督四个方面提出几点粗浅建议。
现阶段，基层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加大对计划财务装备队伍建设方面提高专业化、
现代化水平，加大对财务预算的培训力度，才能有效的提高基层检察机关的计划财务水平，科学、规
范的推进本单位的财务管理。

2. 基层检察机关装备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现代化装备建设不足，内部机构不健全
检察司法体制改革后，全面重视计财装备工作，但是现阶段，随着工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对计财装
备工作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随着“两房”建设、信息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基层检察院在主动探索计
财装备工作规范化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近几年基层检察院缺乏编制、人员有限，基层没有条件成
立专门的机构，时常由办公室行使职能。在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
开展工作无法做到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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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建设部门联动被动
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建设没有很好的规划，有的规划不合理不断改造、有的建设标准低不符
合规范要求不断升级、有的统筹规划不到位造成推倒重建。计划财务装备人员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对基
层检察院的业务工作不够了解，因循守旧，不善于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对基层检察缺乏了解。

2.3.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基层预算项目数据库缺乏
计划财务部门发展相对滞后，业务内容繁杂，制度规范性、专业性不强，人员的专业水平相对薄弱，
没有形成合理的人才年龄梯队机构，老龄化现在客观存在，基层人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年轻人员工
作心浮气躁，不能静心学习，工作效率低下，对解决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责任心不高，知
识更新慢，急需建立历史预算数据库，为以后的工作进展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为培养年轻人员的业务
水平有一定的帮助。

3. 加强基层检察机关装备建设的几点建议
3.1. 加强机制建设，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法、现代化的计财装备管理
计划财务部门工作的实质是为检察业务服务、为检察人员服务、为基础服务，加强计划财务部门机
制建设，激励考核制度，善于摸索新思路、新方法，不断提高计划财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服务
基层检察大局为核心，实现全方位为检务智慧服务。增强计划财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计划财务人员
的综合素质，坚持推行基层检察计划财务制度，按制度操作，完善功能，形成一体化的系统、全面、操
作性、针对性的制度体系。

3.2. 加强部门联动，加大业务培训
改变以往单一的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有诸多弊端，固定性培训，针对性较差，加强基层检察业务培
训，通过培训熟知基层检察的规划、发展趋势，了解各部门的业务智能，结合基层检察机关实际情况，
从预算编制项目库建设做深、做实、做细。加强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让业务部门参与到预算工
作中来。

3.3. 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健全基层计财装备机构建设
多渠道挖掘专业技术人员能力，举办高水平财务管理专业培训，加强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固定资
产管理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开展各类素质能力的竞赛活动，比如举办计划财务知识竞赛，模拟预
算科目、网络应用水平，举办研讨会等充分发挥理论结合实践的指导工作，使人才发展队伍工作做到落
地化，做到实处。

4. 结论
4.1. 加强思想教育培训，提高计划财务人员整体水平
虽然计划财务人员的学历教育繁多，层次不齐，有注重学历不重视学习的，有重视培训自找学习路
径的，但是都不能本质上达到专业人员的水平，基层检察院注重是法律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却不重
视计划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水平。加强基层计划财务人员思想政治建设、提高服务大局意识，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良好的廉政意识；从思想上做到为基础检察院服务的意识，要采取有
力措施，激励人才，建立一支综合能力强、懂业务、服务意识强的团队，使得专业计划财务人员培养的
起，留得住、能挑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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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高政策法规运用能力，以高度的责任感履好职尽好责。
专业计划财务审核能力、财务分析能力、自我加压、主动学习、针对经费保障、装备配备、资产管
理，“两房”建设，“房屋维修改造”等重点工作，要找准问题关键，制定工作方案，深入基层院开展
实地调研，或通过书面收集报告，报表等方式，全面掌握全省检务保障工作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要完善
制度，抓紧做好相关重要制度标准的修订工作，逐步健全新时期检务保障制度体系。

4.3. 保障计财装备人员发展机制，建立长效机制激励人才
保证计财装备人员发展机制。要想人才引得进、留得住，首先要探索建立与市场接轨的激励机制。
从政策上对人才的工资、福利、职位等进行全过程激励，依据岗位价值和业绩表现，合理确定人才待遇。
把个人收入与绩效挂勾，突出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原则，充分发挥薪酬杠杆的激励作用，使分配向关键
岗位、关键人才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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