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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控制审计是对内部控制的健全性、执行有效性以及科学合理性所进行的测试与评价。开
展基层公路养护中心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是实现审计关口前移、进一步加强养护管理监督和制约的有效
措施,也是实现审计监督对象深入化、全面化的重大突破。本文通过对基层公路养护中心内部控制审计
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健全基层公路养护中心内控制度和执行有效性的几点建议,积极探索基层
公路养护中心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关键词] 公路养护中心；内部控制；审计
中图分类号：F54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1.2未有效执行相关内控制度

令代替内部控制,忽视了权力的相互制

基层公路养护中心作为企业化管理

有些基层公路养护中心虽然制定了

衡,只重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重视资金

模式的事业单位,担负着辖区内公路养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但未有效执行或执

使用的流程和效果。有的单位对来自单

护、建设、管理等多项业务,既是公路

行无效。

位外部的环境适应能力不高,制度建设

的建设者又是管理者,如何建立和完善

1.2.1预算管理方面。部门预算编制

不灵活,不能随着具体业务的变化而变

与之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主动适应

不够严谨、随意调整预算开支,进度不合

化,即内控制度不能及时的调整以适应

改革的新形势,不断规范单位管理,是

理,存在无预算、超预算支出等问题。

单位管理的需要。有的单位虽然已建立

各基层公路养护单位需要认真思考和

1.2.2收支管理方面。未按照规定保

内控制度,但更多的还是有章不循,将已

研究的问题。基层公路养护中心内部控

管和使用印章和票据等,甚至个别单位

制定的制度“印在纸上,挂在墙上”,内

制制度审计是对公路行业内部控制制

出现一人兼任会计与出纳职责,没能实

部控制制度名存实亡,失去了应有的刚

度进行检查,确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

现不相容岗位互相分离原则。

性和严肃性。

是否完善,执行是否有效,并据以判断

1.2.3政府采购管理方面。存在应实

单位各项财务信息的真实合法性,单位

施政府采购而未实施政府采购的现象。

管理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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