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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校园一卡通”
黄宏杰袁王长青

渊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分析野校园一卡通冶对高校财务管理信息化产生的利弊袁提出合理化的建议遥

要院

应用文献综合研究和实际数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袁分析野校园一卡通冶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及其
野校园一卡通冶在促进高校信息化建设尧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工作尧帮助防止恶意欠

影响因素遥

费的发生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遥

高校要不断加强培训袁总结经验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

适合本校的管理办法袁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遥
关键词院高校信息化曰高校财务信息化曰野校园一卡通冶
中图分类号院 郧远源苑援缘

文献标识码院 粤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缘原猿愿园原园园源

近年来袁信息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高校的教学尧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尧描述性研究法及对照研究

科研以及管理等各个领域袁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遥 信

法等遥 文献研究法院 除在本论文中引用的 圆园 篇文献

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校财务管理创新提供了技

外袁在课题研究中还研究了其他相关文献遥 描述性研

术保障 遥 国内许多高校在数字化校园建设方面做

究法院对于现有校园卡对高校财务的影响尧存在的问

了各种有益尝试袁其中以野校园一卡通冶尤为普遍遥

题及未来校园卡发展的前景用描述研究法来研究遥对

野校园一卡通冶是野数字化校园冶建设的切入点袁是校

照研究法院 对于贫困欠费生结合校园卡消费系统尧学

咱员暂

园数字化的重要手段与介质之一袁是促进高校财务
管理信息化建设袁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的
重要举措遥 随着野一卡通冶系统在高校管理中优越性
的显现袁国内许多高校都纷纷投资建设 咱圆原猿暂遥 通过连

接部门间的各个终端袁将个人与部门尧部门与部门间

生奖贷助系统来判断是真的欠费还是恶意欠费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野校园一卡通冶的现状
野校园一卡通冶是以 陨悦 卡为信息载体袁通过网络

的现金往来转变为非现金往来袁既节省了收支成本袁

实现了个人消费和公用经费结算的无现金化曰 同时

又实现了安全高效的资金划拨袁而且对资金安全往

实现了用一张校园卡代替多张 陨悦 卡进行资金查询尧

来尧统计尧对账尧信息共享都具有人工操作无法比拟

身份识别等有效管理曰真正体现野一卡在手袁走遍校

的优越性遥 野校园一卡通冶对理顺高校财务关系袁强

园冶袁为校园管理信息化奠定了基础 咱远暂遥 现以南京医

持是不言而喻的 遥 野校园一卡通冶规范化的管理袁优

程以来袁校园卡用户从 圆园园员 年的 缘 缘远圆 位用户增加

化财务管理袁实现高校财务管理信息化所提供的支
咱源暂

质化的服务袁能推进高校财务管理系统逐步完善袁从
而使高校财务管理水平跨上新台阶 咱缘暂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结合南京医科大学野校园一卡通冶建设的应用情

科大学为例袁学校自从 员怨怨怨 年实施野校园一卡通冶工

到 圆园员园 年 的 圆园 园园缘 位 用 户 袁员园 年 增 长 了 圆远园豫 遥
野校园一卡通冶 系统个人消费资金流量从 圆园园员 年的
缘愿怨 万元增加到 圆园员园 年的 圆 苑员愿 万元袁员园 年增长了

猿远员豫遥 学生学费的收取尧各种生活补贴的发放尧各种
消费等都可以通过野一卡通冶系统完成袁也可通过野一

况袁分析野校园一卡通冶现状及其对高校财务的影响袁

卡通冶系统对消费信息进行查询袁还可以及时了解经

探讨目前野校园一卡通冶存在的问题袁分析完善野校园

费使用情况遥 若有错误可及时得到更正尧修改袁提高

一卡通冶的对策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了财务信息公开性尧真实性袁保障了财务原始信息的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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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性尧真实性尧可靠性袁大大改善了财务服务的质

多少是否与奖助金的获得有关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袁

量遥 同时校园卡的电子支付功能袁使校园内的现金

总未缴金额分为两组袁两组数据均不服从正态性渊孕

流量大大减少袁规范了校内收费管理的同时袁杜绝了

约 园援员冤袁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得 孕 越 园援员愿袁认为组间

高校收入不入账尧账外循环的部门野小金库冶现象袁节
约了学校办公资源袁也加强了学校预算管理
渊二冤几组数据的统计分析

遥

咱苑原愿暂

员援 奖助金与总未缴金额尧全年消费额的关系

以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收费系统尧校园卡消费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曰全年消费额分为两组袁两组数
据不服从正态性渊孕 约 园援员冤袁对全年消费额进行非参
数假设检验得 孕 约 园援园缘袁 认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袁见表 员遥 结合获得奖助金组的中位数大于未获得
奖助金组袁认为获得奖助金组全年消费额多于未获得

系统和学生奖助金系统获得的数据为例袁按照是否

奖助学金组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说明奖助学金的

获得奖助金分组袁分析总未缴金额和全年消费额的

获得促进了消费但是没有改善缴费情况遥

组 别
总未缴金额
未获得奖助金组
获得奖助金组
全年消费额
未获得奖助金组
获得奖助金组

表 员 奖助金与总未缴金额和全年消费额的关系
人数

金额渊元冤

组间比较

源远
苑远

源 猿苑圆援怨苑 依 猿 缘怨源援园源
源 怨缘猿援远缘 依 员 怨愿远援缘猿

在 越 原员援猿缘袁孕 越 园援员愿

源远
苑员

员 缘员怨援苑源 依 员 园苑圆援远源
圆 员怨愿援圆远 依 员 园苑圆援愿缘

在 越 原猿援员愿袁孕 约 园援园缘

圆援奖学金与总未缴金额尧全年消费额的关系

从正态性渊孕 约 园援员冤袁对两组全年消费额进行非参数

学金冤分组袁分别分析总未缴金额尧全年消费额是否

的差异是有统计学意义的袁见表 圆遥 由于获得奖学金

按照是否获得奖学金渊包括校奖学金和国家奖
与奖学金的获得有关遥 总未缴金额分为两组袁两组

假设检验得 孕 越 园援园源 约 园援园缘袁 认为两组全年消费额
组的中位数大于未获得奖学金组袁 可以认为获得奖

数据均不服从正态性渊孕 约 园援员冤袁对两组总未缴金额

学金组的消费额多于未获得奖学金组遥 综合以上分

有统计学意义曰全年消费额分为两组袁两组数据不服

缴费情况遥

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得 孕 越 园援员员袁 认为组间差异没

组 别
总未缴金额
未获得奖学金组
获得奖学金组
全年消费额
未获得奖学金组
获得奖学金组

表圆

析得出结论袁奖学金的获得促进了消费袁却没有改善

奖学金与总未缴金额和全年消费额的关系
人数

金额渊元冤

组间比较

怨愿
圆源

源 愿缘源援源猿 依 圆 怨员园援远圆
源 圆源缘援愿猿 依 员 缘愿愿援员猿

在 越 原员援远员袁孕 越 园援员员

怨猿
圆源

员 愿圆源援远缘 依 员 员苑圆援圆园
圆 猿源缘援源怨 依 苑远怨援圆猿

在 越 圆援员园袁原孕 越 园援园源

猿援助学金与总未缴金额和全年消费额的关系

按是否获得助学金分组袁分析助学金是否对总
未缴金额和全年消费额产生影响遥 两组总未缴金额
均不服从正态性渊孕 约 园援员冤袁对其进行非参数假设检
验得 孕 越 园援园源袁 可以认为总未缴金额与是否获助学

金之间是有关系的袁可能是因为获得助学金的这些
同学家庭确实贫困袁支付学费困难遥

进消费的作用袁见表 猿遥

三尧讨

论

渊一冤野校园一卡通冶存在的问题
员援工作职能划分不清

据调查袁目前高校野校园一卡通冶系统工程管理

部门有财务部门单独管理尧 后勤部门单独管理或现

对全年消费额进行组间比较分析袁两组数据满

代技术教育中心单独管理等几种形式袁 而以财务部

足正态性渊孕 跃 园援员冤袁故采用 贼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袁计

门单独管理居多遥 这无形中给财务人员带来工作压

算得 孕 越 园援园园员 约 园援园缘袁 认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袁获得助学金组全年消费额多于未获得助学金组袁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可以认为助学金也起到了促

力袁甚至影响了财务本职工作咱怨暂遥
圆援缺乏标准性和扩展性

大量高校数字化校园各应用系统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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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总未缴金额
未获得助学金组
获得助学金组
全年消费额
未获得助学金组
获得助学金组

表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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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与总未缴金额和全年消费额的关系
人数

金额渊元冤

组间比较

远员
远员

源 猿园苑援员圆 依 猿 圆缘员援缘缘
缘 员远圆援猿园 依 员 怨缘愿援怨猿

在 越 原圆援园苑袁孕 越 园援园源

缘远
远员

员 缘愿源援苑圆 依 员 园源远援园园
圆 圆源怨援愿源 依 员 园怨远援圆源

贼 越 原猿援猿缘袁孕 越 园援园园员

和校园野一卡通冶系统是分期分批进行建设的袁各应

学生学费的收取尧各种生活补贴的发放尧各种消

用系统运行的平台尧数据库管理系统等相关的软硬

费等都可以通过野一卡通冶完成遥 对于消费者渊学生尧

件基础各不相同袁各应用系统的开发商也不尽相同袁

教师冤来说袁通过对野一卡通冶系统中消费信息的查

存在代码不一致袁系统之间不兼容的现象遥

询袁及时了解经费使用情况袁若有错误可及时得到更

猿援 系统的运行稳定与网络安全

由于设计尧财力尧系统管理等因素影响袁大规模

的系统尧分布式应用和广泛的网络接点袁对野校园一
卡通冶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出严峻挑战袁加之财
务人员因自身的专业局限性袁对网络和系统的知识
层次还不能完全胜任系统维护和管理需要遥

进行

正尧修改袁维护了自身权益袁提高了财务信息公开性尧
真实性袁保障了财务原始信息的统一性尧真实性尧可
靠性遥
圆援规范全校收费管理工作袁杜绝小金库

校园卡的电子支付功能袁 使校园内的现金流量
大大减少袁校内的一些有偿服务机构不再收取现金袁

渊二冤野校园一卡通冶完善的对策

而是将所得收入都直接划转到相应的财务账户之

员援职责划分明确袁确保野校园一卡通冶工程顺利

中遥 这样一来袁在规范了校内收费管理的同时袁还减

为了保证野校园一卡通冶的高效有序管理袁必须

构收入的透明化遥

对野校园一卡通冶工程的管理部门职责划分清楚遥 分
工必须明确袁才能协同作战袁积极参与野校园一卡通冶

少了经办人员挪用公款的行为袁 有利于各个服务机
猿援作为判定学生是否贫困的标准之一袁杜绝恶

意欠费的发生

工程的管理袁保证野校园一卡通冶工程稳定尧畅通尧安

结合学生收费系统尧 校园卡消费系统和学生奖

全袁从而确保师生员工的利益不受损失袁工作尧生活

助学金系统获得的数据初步整理显示袁 收费系统

秩序不受影响遥

圆园员园 年欠费生 员圆圆 人共欠费金额 缘苑苑 远猿源援员源 元遥 其

圆援更新管理理念尧统一思想认识

需要全校各部门树立全局的管理意识和一盘棋
思想袁要避免各个系统的独立使用袁造成大量的数据

中 苑远 人享受助学金袁占总人数 远圆豫曰圆源 人享受奖学
金袁占总人数占 员怨豫袁可见有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

也存在欠费情况袁并不排除其恶意欠费的可能遥我们

冗余尧部门间信息独立封闭尧资源不能共享袁从而产

将可疑欠费学生的名单提取出来袁 其人数占欠费总

遥 努力实现各个系统软硬件的相

人数的 员愿援园猿豫袁 欠费数额占总欠费额的 怨援愿源豫袁而

猿援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袁为野校园一卡通冶顺利

一方面享受助学金袁一方面消费额又比较大袁说明这

生数据孤岛现象

咱员园暂

互兼容袁促进信息化共享的实现遥
运行提供保证

建立学生诚信档案管理制度和学生欠费跟踪管
理制度袁加强对学生的管理遥 按照内部控制的要求袁

有 圆苑豫的可疑学生享受国家或省助学金遥 这些学生
些学生消费观不是很端正遥
源援实现财务成本控制袁完成学校节流任务

无论是增加新的财源袁 还是有限的资金发挥最

设置合理的野校园一卡通冶系统操作权限袁而且定期

大的效益袁其核心之一是财务管理问题遥近年来高校

实行岗位轮换遥 制定野校园一卡通冶系统相关制度袁

在运行过程中袁用于维持的变动成本在增大遥较典型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效

的问题如水电费支出总额逐年增长袁 学生人均支出

果袁有利于经济活动科学高效地开展袁保证高校财务

也在增长遥对于学生宿舍可实现单个宿舍抄表计量袁

管理工作安全性尧科学性咱员员暂遥

学生用校园卡在自助服务机上交纳水费尧电费袁欠费

渊三冤野校园一卡通冶对高校财务的影响

宿舍将被关掉水源电源袁 这样促使学生主动交纳水

员援促进高校信息化建设袁增加公开透明性袁改善

电费袁学校可收回学生宿舍水电成本袁既方便了学生

财务服务的质量

日常生活袁 也实现了学校对学生宿舍水电费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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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袁同时对于教学尧行政管理部门办公尧教学用水
用电也实现抄表到部门袁从而避免了人为浪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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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物价上涨较快袁上级政府对各大中专学校
采取财政补贴形式对高校食堂和困难学生进行补
贴袁以稳定学校食堂饭菜价格遥对困难学生的补贴可
以直接打入本人的银行卡或校园卡中袁而对学校食
堂的补贴可行性和复杂性高袁可以按每个食堂的消
费额所占比例来享受应得的补贴遥 这样才有利于发
挥补贴的真正作用袁彰显公平尧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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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校园一卡通冶工程顺利进行曰更新管理理念尧统一思
想认识曰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袁为野校园一卡通冶顺利

分步实施袁实现信息共享袁应用集成目标袁建立起自己
的数字校园袁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校教学尧科研和管
理水平遥 结合野校园一卡通冶系统袁重新构建校园管理
事物的业务流程袁 把财务信息化平台向更高层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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