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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9月,审计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想快速实现转
型,并保持高质量发展,除了自觉践行的职责和使命,还要不断创新审计理念和审计思路、创新审计组
织方式、创新审计技术和方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才能达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的审
计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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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investment audi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Xiong Zhang
Integrated Safeguard Centre of Bayannur Audit Bureau
[Abstract] In September 2017, the Audit Office issued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Improving and Standardising
Investment Audit Work. In order to achieve rapid transformation and mainta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duties and missions consciously practiced,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audit concepts
and audit ideas, audit organisation methods, audit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audit requirements of due diligence, all audits must be strict and serious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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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变”的提出,对投资审计实现转型和

需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投资管理

本文通过对基层审计机关投资审计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方式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的若干意见》要

工作研究,提出了投资审计转型和高质

一是落实审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

量发展路径,助推基层审计机关投资审

神的重要举措。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审

国有企业投资项目以及以政府和社会资

计工作创新、高质量发展

计工作,要求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

本合作等方式建设的其他公共工程项目

1 投资审计转型的必要性和必
然性

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

的审计监督,持续组织对贯彻落实国家

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

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重大项目落地、重

1.1“三个转变”的提出和重要意义

要作用；坚持科技强审,加强审计信息

点资金保障等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2017年9月,胡泽君审计长在全国审

化建设等。投资审计必须坚持以重要指

四是投资审计防控风险的需要。建

计机关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

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认真谋划落实

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是平等民事主体,审

专题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级审计机

好相关工作。

计监督作为公权力,不得介入平等主体

求,“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

关要在依法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结算

二是回应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意

民事关系(除非民事合同中约定以审计

审计的基础上,坚持着眼长远,以创新的

见。审计署积极回应全国人大法工委印

结果作为竣工结算的依据)。但一些地方

思路和办法推进投资审计转型和全面发

发的《对地方性法规中以审计结果作为

强制要求将投资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

展,重点做好“三个转变”,即从数量规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依据有关规

的依据,使得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成为

模向质量效益转变,从单一工程造价审

定的研究意见》,出台了《审计署关于进

利益相关方“围猎”的对象；一些审计

计向全面投资审计转变,从传统投资审

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

机关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投资审计内控

计向现代投资审计转变。

切实规范投资审计工作。

制度或虽有制度但未严格执行,导致部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三

三是适应新形势下投资审计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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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必然性

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问题仍然较为

1.2投资审计转型的必然性

普遍。部分审计机关在实施政府投资审

新时代投资审计在理念、手段、方

计项目时,仍然未能体现出对绩效理念

法、效能等方面均面临挑战,转型发展成

的重视,项目实施其他环节审计工作开

为必然趋势。

展不到位。

3 投资审计高质量发展路径
3.1厘清关系,进一步找准政府投资
审计定位
审计署提出投资审计“三个转变”
并进一步规范投资审计工作以来,各级

2.2投资审计内容还相对单一

审计机关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积极推

经济新常态对投资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

经过这几年转型,投资审计工作也

进投资审计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但受惯

求。传统投资审计立足结算审核,通过核

从单一工程造价审计逐步向全面投资审

性思维、当地党委政府等多方面因素影

减工程价款达到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计转变。当前实施的大部分投资审计项

响,部分基层审计机关“三个转变”做得

的目的,而往往忽视了对项目的立项审

目关注的重点通常集中在项目的前期审

还存在一些差距,开展政府投资审计工

批、预算执行、招标投标、合同签订、环

批、招投标等方面,审计关注的对象也多

作还存在审不审、审什么、怎么审的疑

境保护、文明施工等多个环节进行监督

集中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与全面投

惑。因此,投资审计必须按照高质量发展

和评价。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党中央国

资审计相比,当前投资审计工作对于项

的新定位持续开展转型。

一是传统投资审计模式已无法适应

一是更加坚定的推进投资审计转

务院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目是否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是

这就要求我们跳出传统审计的思维模式,

否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否

型。当前,经济社会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

提高站位并从宏观视角入手,更多的关

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否符合国务

投资审计转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所

注项目建设全过程的实施和管理情况。

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决定等方面

趋,决不能因为在转型过程中遇到阻力、

关注的不够。

问题而停滞向前或改变方向。必须排除

二是投资审计理念方法未能与时
俱进。传统投资审计还停留在通过审阅
纸质文本等方式获取信息的层面,审计

2.3投 资 审 计 技 术 及 方 法 仍 相 对
落后

各种杂音,保持足够的定力,坚决贯彻落
实下去。努力促进投资审计高质量发展,
回归投资审计本源,做好国家重大项目

效率较低。同时,大数据审计理念尚未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政府投资

形成。部分审计人员认为工程建设领域

项目建设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项目

信息化程度低、各类信息系统通用性

审批管理、招投标、工程结算等各个环

二是要更加全面的推进投资审计转

差、建设单位分散,主观上对大数据审

节都实现了数字化管理,这对大数据投

型。进一步理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

计存在畏难情绪,并且既懂投资审计又

资审计提出了新要求。

内部审计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以此为契

实施的监督员。

精通计算机的人员还相对较少,投资审

但在部分地方转型发展步伐较慢,

机,找准投资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

计人才培养离大数据审计实践还有一

在项目审计中往往缺乏大数据审计理念

点,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履

定差距。

创新,对大数据审计筛查问题发现问题

行法定职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审计

三是推进投资审计转型发展是持续

以及先进科学的工具方法掌握运用不

机关要聚焦重大建设项目、揭示和查处

深化改革和与时俱进需要。随着政府投

够。部分投资审计项目还停留在通过审

项目建设各环节、各相关领域的突出问

资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过去的投资审

阅纸质文本等方式获取信息的层面,查

题等方面,注重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做到

计思维模式、方式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

找问题线索的技术方法相对单一、效率

“有所为,有所不为”。

限性和不规范性,投资审计亟需通过转

不高。

三是要进一步界定进一步界定建设

2.4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管理和审计监督的边界。审计机关和审

时代的变化发展,投资审计也暴露出自

新时代,“三个转变”要求我们跳出

计人员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

身存在的不适应问题,唯有通过转型发

传统审计的思维模式,提高站位并从宏

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决策和审批、程招

展才能做到“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

观视角入手,更多的关注项目是否符合

标、工程结算等管理活动。在项目实施

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的“三立”

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于

的各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主管单位负责具

要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

体建设管理,审计法只赋予了审计机关

2 投资审计转型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决定等方面。当前

监督职责,未赋予管理职责。因此要严格

审计机关的投资审计人员大都是工程类

执行相关规定要求,不参与具体的建设

2.1投资审计理念未彻底转变

技术人员,既懂得投资审计又懂得计算

管理活动,只对建设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2017年9月,审计署已提出了投资审

型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随着

机、财务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相对较少。

在转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要以法律为

计转型。但当前,在投资审计转型发展中

审计机关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复合

准绳,克服认识上的误区,做到有所为时

仍然存在不愿转和不想转的陈旧思维。从

型专业力量严重不足,人员能力参差不

不缺位,重点突出,无所为时不越位,依

部分政府投资项目现状看,“重建设、轻

齐,制约了投资审计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法依规、有节有力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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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提高站位,高质量推进投资审计
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央审计委员

项目,强化对“工程、财务、管理、绩效”

观念,多种方式培育人才,在加大复合型

的审计力度,着力推动国家宏观政策落

审计人才培养的同时,将引进外部人才

地生根,促进提高投资资金效益,提高投

作为队伍建设的重要渠道,逐步调整工

资审计监督服务水平。

程、审计、财会、计算机等专业的人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要

3.3创新审计方法,提高审计的效益

比例,改变现有审计队伍的知识和能力

求,“十四五”规划也为我国未来经济发

一是要注重对政府投资审计的信息

结构。

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形势、新任

化建设,也能够有效适应当前信息化建

三是要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全方位

务,为各级审计机关依法全面履行审计

设的发展需求,加快以“大数据”为核心

培养人才。通过理论业务知识培训、专

监督职能提出了新要求,这些要求就是

的审计数据库建立,同时对审计方法体

家授课、外派培训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审计机关,特别是开展政府投资审计工

系进行建设,扩大相关新设备在投资审

拓展审计人员知识结构。积极选派审计

作的最高站位。

计中的应用,更新有关工程造价软件,注

人员参加上级审计机关组织的专题培训

重将GPS、地理信息系统等各种先进的技

和开展的专项审计项目,通过培训、以干

把握审计机关是政治机关、党政部门、

术手段应用到投资审计工作中,能够有

代训方式,加强实践锻炼、扩充知识储备,

监督部门的新定位,旗帜鲜明讲政治,增

效提高审计的效益和准确性。

补齐审计人员业务能力上的短板。开展

一是要统一思想找准定位。要准确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二是要对审计方式进行创新,当前

“传帮带”活动,将老同志与审计新人进

到“两个维护”,善于用政治眼光分析审

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的应用,颠覆了传

行搭配组合,共同参与、联合开展重点审

计发现的经济社会问题,促进经济持续

统的信息管理模式,需要投资审计工作

计项目,一方面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传、

恢复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改革发展

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注重以非

帮、带”作用,在审计实践中传授经验,

任务顺利完成。

时点审计方式为主,审计人员需要打破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年轻人在计算机、大

二是积极开展研究型审计。要围绕

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审计手段的束缚,积

数据审计方面的优势,通过相互交流、互

服务大局,研究谋划审计工作。明确研究

极探索各种新的方式,注重加强对审计

相学习,促进提高审计人员的依法审计

型审计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紧

方法的改革。

能力、科学判断能力和专业能力。

紧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找准研究问

三是要加强对投资项目绩效的审计,

4 结束语

题,科学谋划审计工作重点。审计工作聚

政府投资审计需要以项目为支撑,注重

本文通过对政府投资审计工作转型

焦重点领域开展了投资审计工作,关注

将项目的立项、投招标和有关工程造价

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投资审计工作转

政策目标实现、政策措施到位、项目建

的控制和投资经济性等进行有效结合,

型升级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的研究,

设资金安全和使用绩效等情况,切实当

实现对项目整体效益的综合性评价,关

结合国家相关投资政策、投资审计新技

好国家财产的看门人,经济安全的守护

注投资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减少

术新方法等,提出了投资审计转型和高

者。要充分发挥研究型审计对提升审计

投资的盲目性和损失浪费。

质量发展研究措施,为基层审计机关投

质量的重要作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强
化“研究”思维,优化审计方法。注重审

3.4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投资
审计人员业务能力

资审计更好地发展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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