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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与内部审计是其重要构成要素,因此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其的
重视。然而企业发展会面临复杂的市场环境以及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在经营环节就会由于各种内部和外
部的因素遇到风险,造成经济损失。所以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稳定发展,就要建立起风险管控制度从而规避
财务管理可能遇到的风险。但是财务风险管理结合内部审计的涉及面都较为广泛,二者的融合也就具有
一定的难度。基于此,本文就从内部审计入手,浅谈其在企业财务风险管控中的重要性以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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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audit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so relevant personnel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will face a complex market environment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will encounter risks due to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business process, resulting in economic losses. Therefore, if a
company wants to develop stably in the market, it should establish a risk control system so as to avoid the risk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However,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internal
audit are more extensiv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s difficul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audi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in enterprise financial ris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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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管理手段之一,其合

门以及人员进行管理。财务风险是包含有企业可能丧失偿债能

理应用能够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的发展。而在企业的发展过程

力的风险和股东收益的可变性,现阶段企业财务风险一般指股

中,资金作为企业的发展命脉,在使用过程中面临复杂的经济市

东未来收益的可变性和企业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财务风险

场就很容易遇到各种风险,产生经济方面的问题,影响企业经济

管理就是指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一些手段对企业的经营

效益。所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针对其财政风险进行管

活动进行跟踪分析,及时的发现企业财务使用环节可能存在的

控,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从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企

隐患,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对风险进行防范,以保证企业财政资金

业财务管理对方法有很高的要求,内部审计作为协调企业发展

[1]
顺利使用,促进企业的平稳运行和发展的一种作业。 所以现阶

的一种手段,就能够针对企业的财政进行管理,从而一定程度上

段的财务风险管理也就可以通过内部审计的方式进行,需要企

规避风险的发生。所以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就需要管理人

业的管理人员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实现二者的融合。

员将内部审计作用在财务风险管理环节,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推

2 内部审计和财务风险管理的关系

动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想通过内部审计对财务风险进行管理,

1 内部审计与企业财务风险管控概述

关键在于企业管理人员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这样才

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通过审查和评价业务活动、内部控制

能结合实际科学地将二者进行结合。

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一种独立

2.1内部审计的作业包含财务风险管理

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主要发展目标是对企业内部的各种部

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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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的职能,现阶段的内部审计一般包括财务审计、经营审

理质量。通过内部审计,企业就能够协调部门之间的管理,然后

计以及管理审计等方面内容,这些方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的区

充分发挥监督部门的职能,使其可以合理、公正、公开地评价各

别,就成为内部审计和财务风险管理的主要联系。首先,在财务

个管理部门的工作情况,帮助企业详细的了解各部门的经营状

审计方面,该环节主要是工作人员结合企业的发展实际,针对财

况,从而合理地控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的利益进行保障,推

务进行审核的作业。通过对财务的审核,工作人员能在整体上对

动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财政支出和收入进行了解,并及时地发现财务资料中不

3.3深挖风险隐患,整合管理机制

详细不准确的地方,保证财政数据的准确性,避免由于数据失准

在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过程中,由于外在因素以及内部因

[2]

产生风险 ；其次,经营审计是内部审计的另一重要组成,通过

素的多样性,风险的发生原因就很多所以企业就难以对其进行

对经营的审计,工作人员就能及时发现经营环节存在的隐患,避

深入地挖掘,实现根治。通过内部审计,一方面内部审计可以对

免经营方向出错,造成财务风险；然后是管理审计,管理审计实

资金状况进行调查,然后根据实际的资金状况落实后续的经营

际上是企业的自我审查,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审计的过程中,就

管理规范,并且通过制定标准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风险的防范,

能够对企业发展环节存在的隐患进行了解,提高企业的管理质

降低其运营环节存在的财务风险。而且内部审计还能够协调企

量和管理水平。所以企业发展过程中,财务风险管理就成为内部

业内部的组织机构,了解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然后从各

审计的主要业务之一。

个环节对风险进行管理分析,掌握风险出现的原因以及规律,从

2.2财务风险管理是内部审计人员的职能之一

[4]
而在根本上对风险进行治理 。另一方面,内部审计通过优化企

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财务风险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

业的自我管理可以科学地对企业的内部资产进行优化,并且有

影响,所以实际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各项作业都需要为防范财务

效地整合企业风险管理机制,一定程度上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实

风险作出贡献。内部审计作为现阶段企业发展的控制手段之一,

际作业中,内部审计能够在监督风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将信息

财务管理也就成为内部审计人员的职能之一。实际发展过程中,

技术进行整合,建立起信息化的平台,利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进

内部审计的工作人员需要顺应历史潮流,转变现阶段对企业内

行企业经营状况的研究。然后通过信息设备先进的功能更好的

部审计的看法,着重强化对财务管理的重视。并且在明确职责的

协调风险管理的监督,为现阶段的风险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从

基础上,做好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够对现

而提升现阶段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水平,推动企业的发展。

阶段财务发展环节存在的隐患进行解决,促进企业的发展。

4 内部审计在企业财务风险管控中的实施路径

3 内部审计在企业财务风险管控中的重要性

4.1营造良好的审计环境

3.1内部审计能够有效地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

要想深入推进内部审计的实施,关键在于为内部审计创造

实际作业中,内部审计能精准的对财务风险进行识别,从而

合适的环境,环境作为孕育相关作业的基础,关系到作业展开,

方便后续作业的进行。首先,通过内部审计,企业就能对自身的

对于内部审计来说,其需要紧密适应企业所处的行业变化、产品

经营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结合内部审计收集到的企业

变化、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内部战略目标、经营目标

财政状况以及资产数据,明晰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这样

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些变化对内部审计的方案进行调整,这样才

一来,企业就能够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财政政策以及经营方式

能保证内部审计适应企业的发展方向,促进内部审计功能的发

进行改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深化企业

挥。实际作业中,想啊滚企业还需要根据上述的变化针对企业进

的发展；其次,通过内部审计,工作人员还能够结合内部审计中

行风险分析、前景分析以及管理中心分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专

的财务审计,对企业近期的资金流向进行明晰,了解到资金的收

业的资料和数据。

[3]

支,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的规划发展方向 ；然后,企业通过内部

4.2实现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审计中的管理审计,还能够及时地及时地发现企业管理环节存

内部审计作为针对企业进行管理和审查的作业,必须要具

在的问题,在进行调整之后,就方便企业对财政进行管理,从而

有独立性,独立性是保证部门以及工作人员能够发表客观、公正

保证财政的合理使用。所以实际发展中,通过内部审计,企业的

的审计意见的灵魂。在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审计部门

风险管理水平将有质的改变,能应对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减少公

置身于企业内部,所以审计就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限制,导致

司的损失。

相关审计人员在进行评价之时产生主观性的评判,不利于审计

3.2内部审计能够对财务风险进行协调

功能的发挥。所以,在此背景下,企业要想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内部审计还承担纽带的作用,一方面

职能,就需要在进行内审部门机构及职责设置时考虑如何保证

联系任务下达的管理人员,一方面对部门进行协调,这就导致内

[5]
内审部门的独立性 。实际作业中,工作人员可以采用独立于其

部审计还具有一定的协调作用,能对财务风险管理进行协调。在

他企业部门以及受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独立领导等方式,将审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人员意识以及各种外在因素的影

计部门剥离在其他部门之外。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内审部

响,企业在管理环节就存在一些隐患,没有落实对自身的监督,

门的独立,从而使内审部门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所以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工作人员缺乏规范的制约,也就制约管

保证内部审计工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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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升级审计技术

节,二者的融合具有一定的难度。就要求企业通过营造审计环

在现阶段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市场的变动,企业就

境、实现审计独立以及升级审计技术等手段,将内部审计科学的

面临很大的压力,为了进一步推进现阶段企业的发展,企业就需

应用到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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