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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货物及服务的购买支出占高校经费支出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高校内审审计部门可通过实
施货物及服务采购控制价审计,在公开招标前确定拟采购货物及服务的投标上限价,可一定程度上防止
财政资金的低效利用。本文从高校货物及服务采购控制价审计的内涵和实施必要性入手,明确采购控制
价审计的内容及具体设计流程,并以湖南某高校审计部门实施控制价审计的经验为例进行应用分析,以
期促进高校货物、服务采购工作高效、安全、廉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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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olled price audit in the purchase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u Kuang
Audit Office of Changsha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purchase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the expenditur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determine the price limit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o be purchased before the public bidding by implementing the controlled price audit
of the purchase of goods and services, which can prevent the inefficient use of financial fund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necessity of controlled price audit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cur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larifies the content and specific design process of controlled
price audit of procurement,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olled price audit experience of an audit
department of a university in Hunan Provi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safe and clean oper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cur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internal audit; Control price audit; Audi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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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价。这样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高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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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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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示意图(图1)。

货物及服务类控制价审计流程图

满意度。
3.2.1范围分析
该校内部审计机构对原《长沙学院

本文以湖南省一所本科高校作为研

货物及服务类采购控制价审计暂行办

究对象,该校内设独立的审计机构。近几

法》进行修订、完善,将暂行办法转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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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货物及服务类控制价审计明细表
项目数

送审总金额

审定总金额

审减额

审减率

(单位：万元)
中标总金额

致的情况。而审核时,对以往审过的设备

较审定总额减少额

按同一价格审定,没有考虑市场竞争集
中度及价格波动的因素。后续审计人员

货物采购

将整理高频购买的办公设备,出具常用

招采类：

办公设备类控制价明细表,定期(月、季

教学

8

987.59

931.52

56.07

5.7%

912.9

18.62

度)对价格进行更新,减少与实际中标

科研

5

199.44

194.27

5.17

2.6%

191.62

2.65

价格的差距,更加有效的提高资金使用

其他

12

707.85

651.38

56.47

8.0%

619.72

31.65

效率。

4 结语

非招采类：
行政办
公设备
行政办
公家具
小额

综上,笔者通过高校内部审计机构
16

96.62

95.62

1

1.0%

9

27.15

23.66

3.49

12.9%

16

61.6

58.15

3.45

5.6%

85.38

10.24

具体实施货物及服务采购控制价审计后
所取得的成绩与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
为各高校开展货物及服务类控制价审计
提供一条思路。但各个学校采购制度不
尽相同,应结合各高校实际情况进行调

服务采购
招采类

14

1588.57

1583.49

5.08

0.3%

小额

21

69.52

61.86

1.65

2.6%

1550.98

32.51

注：表中统计的项目为 2020 年度已完成招标程序的项目,部分送审项目未完成招标采

整。货物及服务采购控制价审计仍处于
起步阶段,其流程还有丰富的优化空间,
在实践中可不断完善,并结合新出现的
情况实行进一步的改进。高校内部审计

购,故未纳入统计。

以有效的审计监督促进采购效率和效益

式办法。现行办法规定,货物类项目标的

价与审定金额间相差不大。特别是,原小

的全面提高,为高校事业快速、高效发展

金额在50万元(含)以上或货物单件(台)

额货物类、小额服务类仅使用部门自行

保驾护航。

价格在10万元(含)以上；服务类项目(不

询价,取最低价进行采购。纳入审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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