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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规模量的扩大,上市企业成为调动本国经济活力和促进人民积极
参与上市公司股市活动的重要源头。但上市企业难免会遇到关于内部控制的问题,尽管现阶段已经在内
控制度上取得制度性和实质性的进步与发展,但因种种原因,使得上市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沦为空文。本
文以Y公司为例,分析其退市中发现的内控问题并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内控制度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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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scale, listed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to mobilize national economic vitality and promote peopl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stock market activities of listed companies. However, listed enterprises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problems about internal control. Although our country has made institutional and substantiv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listed enterprises has
become empty text for various reasons. Taking Y compan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trol problems found in its delist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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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进行了具体阐述,认为内部控制是企业为提升管理效率,确保财

在安然等公司内部控制的惨痛失败案例出现后,使欧美等

务规范合理性,而由公司高层实施的一项管理措施。《企业内部

发达国家遭受了阵痛。美国是较为早期提出企业内部控制、风

控制基本规范》由我国财政部颁布于2008年,该规范主要对企业

险识别与控制制度与规则的国家之一,我国在借鉴美国相关制

内控实施准则、规范等问题作出了说明,并将企业内部控制解释

度与规则后,依照我国市场特征与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了本土化。

为,为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目标而制定的一种内部管理措施。

在探索与不断优化适合我国实际情形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道

2.2委托代理理论

路上,内控失效案例的频繁出现,如何从内部管控失败的教训中,

委托代理关系指的是各个行为主体之间根据隐含的或者共

总结出符合我国经济市场和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仍是现

同认同的契约,雇佣其它行为主体为自身服务,并根据服务对

阶段乃至未来学术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象、内容等赋予其对应决策权利,最终根据被雇佣者服务的质

本研究选择Y公司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对其内部控制具体问

量、数量等为其发放报酬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委托人指的就

题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内部控制制度制定与内控管理

是授权者,代理人指的是被授权者。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导致社会

提升策略。

分工不断细化,而权利所有者受限于精力、能力、知识等因素无

2 相关理论概述

法对原有权利进行科学行使,与此同时分工细化导致社会中出

2.1内部控制

现了一批能力较高、专业知识较为丰富、精力旺盛的代理人,

内部控制是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1949年首次提出来的,

所以出现了委托代理这一概念。

将协调组织机构而实施的所有内部措施、方法称为内部控制。

3 Y公司内部控制现状及问题分析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由COSO颁布于1992年,其中对内部控制

3.1 Y公司概况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9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1993年,Y公司成立,主营业务为造纸生产经营销售。该公司
是由多家公司联合投资成立,募集股份共计12000万股。

而且原有投资人不再对X合伙企业进行投资,所以,从实际来
看,X合伙企业所有股权属于Y公司,也就意味着Y公司享有实际

于2019年5月Y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Y

控制权,有权力与义务对X合伙企业的相关财务信息作出完整的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29

信息披露。这种情况下,投资与《企业会计准则》是相对吻合的,

号),问询函中上交所分别对Y公司是否对X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满足规定。

拥有100%的控制权、其财务数据是否可获得、2018年中或有违

虽然具有X合伙企业的所有权,但是Y公司难以实现对该公

规担保等相关问题发出问询。2020年4月29日,Y公司由于2018

司财务资料的掌控,所以,从《企业会计准则》角度来看,目前并

年度和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

未实现真正控股。以上两者实际控制权是否存在的差异反映出Y

值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

公司在对被投资企业的实际管控中存在风险点,不仅不能有效

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Y公司停牌。

对被投资企业进行实际控制,也使得银鸽投资内控受到影响,战

3.2 Y公司控制现状及问题分析

略发展受阻。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Y公司进行财务报

综上所述,由于Y公司存在巨大的财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

告内部控制审计时已连续两年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否定意

缺陷,未能有效执行投资管理的相关内控制度,Y公司未能对

见。下文将对Y公司内部控制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其下属子公司实施有效的控制,虽然进行了正确的会计处理,

3.2.1巨额违规担保

但不能有效管控投资活动及进行投后管理,造成Y公司2018年

Y公司在2018年底与某银行签署担保合同,涉及担保资金

会计报表存在较大出入,这些均是由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

6.99亿元,被担保对象为旗下公司,但此次担保没有按照内部控

足而导致的。

制程序予以操作,存在信息披露等问题,同时与《上市公司信息

3.2.3高管与职工控制缺陷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也是相互背离的。

阅读Y公司审计年度报告和公司章程可以看出,其高管的权

首先,Y公司在授权审批管理中存在缺陷,导致重大担保事
项未加盖公章,属于违规担保。董事长避开决策和管理机构的行
为,没有遵循相关规定就为旗下公司进行担保,随后才将担保资
料提交股东大会,属于违规行为。

力是存在良好的制度设计制约,但实际上权力制约政策形同虚
设,并未发生作用。
首先,Y公司高管渎职,未经正常程序擅自使用公司公章,签
署大额担保合同。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企业对高管的管控不够

其次,Y公司用章管理人,未对企业公章实施有效的职权内

有力,虽形成了集体决策的团体,但实际名存实亡,违反Y公司章

控制,使得企业公章使用外泄。公司专用章未得到有效控制首先

程和相关法律制度。虽然Y公司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来约束

表明,银鸽投资在授权与审批控制中出现了风险点,对投资管理

高管的权力,但并未落实在实处,企业职工内部控制时空,使得

的审批违反了审批工作原则。

企业蒙受经济和信用损失,从表面来讲虽然属于管理层的违规

此外,公司会议纪要或协议缺少相关担保协议及其记录,但
存在担保合同复印件,具有完备的签章。由此可见,Y公司的信息

行为,但从实际来看是企业内控机制不完善,缺乏严格的监督管
理所导致的。

与记录系统存在风险点,重大文件的签署未经相关记录,虽存在

同时,公司公章未经记录使用,公章保管人员却不知情,不

必要的管理措施,但相关联的步骤脱节使得业务进行缺少监督,

存在为担保合同的使用公章的记录。这一方面不仅仅是公章保

造成相关财务资料或其他资料记录缺失。

管人员对公章保管使用缺乏应有的职业警惕性,企业内部对员

Y公司内控失效具体表现为,授权审批管理失败使得公司公

工内部风险意识培训不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银鸽投资的

章管控失效,及董事长越权私自签署担保合同。Y公司失效主要

人才使用与任用不符合其岗位需求的合理性、职工职责分配与

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投资操作流程有关,由于并未按照规范

组织程度的实际情况不符合需求。

签署对应的投资合同,也没有按照内部控制流程予以操作,所以

综上,银鸽投资在职工与高管的人才使用与控制的内部控

出现了这种线性。如果担保合同未及时偿还,这会让银鸽投资面

制环节中出现重大风险点,使得公司无论在投资还是运营中都

临全部或部分代偿,最终资不抵债,占用公司运转经营现金流,

出现了漏洞,对企业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4 Y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提升策略

使本就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
3.2.2投资管理控制失效

4.1微观层面

Y公司在2018年对X合伙企业投资1.265亿元,此次投资实现

4.1.1完善担保业务管理制度

了对X合伙企业的完全控股,根据协议有权将该公司纳入到银鸽

首先,明确并严格实施审批流程。对现有投资担保制度予以

投资公司旗下,不过X合伙企业财务资料并未获提交给立信,这

完善,明确审批、担保流程和实施规范,确定审批方式、责任等,

也导致无法对该公司财务状况作出审核。

对于不符合担保制度或越权进行审批的担保业务,经办人员应

在2018年的Y公司投资中,一共向X合伙企业投入了1.265亿
元,而X合伙企业总收购价为1.4亿元,Y公司占股比例高达90.3%,
120

拒绝办理。
其次,及时止损,进行责任追究。在企业发现自身存在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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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担保时,不应逃避应有责任,而应自觉承担代为清偿义务,
以法律为武器追究责任人,维护企业的形象。
4.1.2建立健全信息系统沟通制度
Y公司应当建立或完善现有的信息系统,对企业事务进行电

经营造成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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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以国内上市Y公司内部控制失败导致退市为案例进行
研究,总结出我国企业或公司内部控制的共性问题：每个企业虽
存在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但缺乏相应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及对应的内部控制实施及指导,导致内部控制问题无法及时发
现或无法有效应对,结果使问题不断扩大最后内控失效,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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