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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是审计署今后五 年发展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规划对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概

念、
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 并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体制 的现状进 行了剖析。通过 对我国投 资审计体制 弊
端的分析, 以及加入 W T O 后对我国投资领 域的影响, 提出了投资审计发展的总体设想及应对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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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实行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 对保障投资

明确提出, 今后五年审计工作的三大主要任务之

活动的正常秩序及计划完成, 促使固定资产投资

一就是 积极开展效益审计, 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的

沿着效果好、
投资低、
结构合理、
经济实惠的道路

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 要求在审计内容和审计方

健康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式上坚持 两个并重 , 第一个要求就是 实行财政
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审计与效益审计并重, 逐年
加大效益审计分量, 争取到 2007 年, 投入效益审
计力量占整个审计力量的一半左右 。

一、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范围

二、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现状
( 一) 审计内容仍以查错防弊为主, 真实性和
合法性审计是重点。由于投资领域的市场运作、
建设管理尚不规范, 发现和揭露建设过程中的违
纪违规问题仍然是投资审计的主要内容。审计人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是指由审计机关、
审计机

员在建设项目管理、
资金管理、
概算执行、
工程造

构和社会审计组织的专职审计人员及相关专业人

价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审计经验, 查项目、
找

员, 对部门、
单位固 定资产投资经济活动的真实

问题, 可谓驾轻就熟; 至于投资是否合理、
投资效

性、
合规合法性、
履行经济责任性及投资效果所进

益如何, 则一般不予评价。

行的审计。

( 二) 审计方式多是事后审计, 投资审计未能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范围, 概括地说, 就是审

真正渗入建设全过程, 仍以事后监督为主, 缺乏必

计建设项目所涉及相关的领域。它不仅涉及到建

要的事前预防和事中监控。例如, 某建设项目由

设单位的财 务收支, 更重要的是涉 及到决策、
规

于投资决策论证不当, 建成后很快报废, 上亿元投

划、
设计、
采购、
招标、
施工、
监理、
概预算等与建设

资失效, 却只能是 事后诸葛亮 , 对已给国家造成

项目有关的管理活动; 它侧重于管理活动的检查

的损失浪费, 于事无补。近年来, 虽然也安排了部

和评价, 目的在于督促和帮助被审计单位堵塞管

分在建项目审计, 但由于受传统思维定式和审计

理漏洞、
完善控制、
提高管理效率、
效果和经济性。

力量有限的约束, 在建 审计也成了 最终 审计,

因此, 审计人员接触的资料除了会计资料外, 更多

全过程、
全方位的监督并未真正有效形成。

地接触到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案、
设计图纸、
概 预
算书、
工程质量和评估投资效益等方面的内容。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是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

( 三) 审计仍主要着眼于微观建设项目, 就项
目审项目, 在宏观决策和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作
用不够。李金华审计长一再要求审计人员从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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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
宏观着眼, 从体制、
机制上找问题, 但我们的

占比例偏小。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 财政

投资审计往往围绕项目建设管理和资金使用等问

性资金将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 转而采取

题展开, 就事论事。即便是审计署统一部署实施、

一系列措施鼓励和引 导各类非政府 投资主体投

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情况的行业性审计,

资; 政府直接投资将主要集中投向纯公益性的公

诸如水利、
公路、
铁路、
机场项目及建设资金审计,

共工程领域, 建设资金只能全部由财政资金或财

翻阅以往的审计报告, 也多是问题和现象的罗列,

政性投融资方式解决。因此, 以财政性资金为主

很少能涉及到宏观层面。

线, 以专项建设资金预算执行审计为主导, 围绕财

( 四) 审计手段落后, 仍以手工审计为主。与

政审计的总体目标, 将投资审计纳入公共财政框

计算机应用环境较好的财政、
金融审计相比, 投资

架下的财政审计范畴, 是投资审计发展的必然趋

领域的计算机辅助审计处于滞后状态。

势。近年来, 投资司组织的铁路建设资金、
国债专

展望未来, 随着我国加入 WT O、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投资领域新格局的悄

项资金审计等, 已凸现投资审计的这一发展趋势。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 投融资方式的

然形 成, 投资审计都将面临 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多样化也已经开始显现。在公路、
电力、
供水、
供

在新的历史时刻, 我们应把握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气、
污水 治 理 等行 业, 采 取特 许 经 营 权 转让 的

的原则, 研究投资审计发展的新趋势, 不断完善自

BOT ( 建设- 经营- 转让) 和 T OT ( 转让- 经营-

己, 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转让) 等多种市场化的新型融资方式将得到广泛

三、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发展趋势
( 一) 投资领域新格局的逐步形成对投资审计
发展的影响
当前, 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投资主
体多元化、
资金来源多渠道、
投融资方式多样化的
投资领域新格局初步建立和形成, 投资审计的对
象、
范围、
重点等也将随之逐渐变化及转移。
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尤
其是我国加入 WT O 之后, 民营资本及外国资本
将在多个投资领域介入。按 审计机关国家建设
项目审计准则 的规定, 投资审计是对国有资产投

运用。对于这类项目, 资金使用、
建设管理等常规
审计内容可能不再属于国家审计监督的范围, 投
资审计的重点转移至特许经营权转让过程中的国
有权益保障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监督相关政
策、
制度的执行。投资审计将逐步拓展至新的领
域, 面临新的课题。
勿庸置疑, 投资审计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 我们也应不断调整思路和方法, 积
极面对新局面下出现的新问题、
新情况。
( 二) 从真实性、
合法性审计逐步向投资绩效
审计过渡

资或融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基本建设项目实施

自 l983 年审计机关成立以来, 我国投资审计

审计监督。由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大量存在, 投

主要是以工程管理、
财务收支为主体的真实性、
合

资审计对象需要作出重新划分。随着国有资本逐

法性审计。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时

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 社会资本或外国资本

期, 按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一般规律, 这个时期,

上升至主导地位, 国家审计的监督范围将日趋减

建筑市场管理、
经济秩序都比较混乱, 违法违纪和

小。近年来, 我国在项目延伸审计中已经遇到了

腐败现象都比较容易滋生。因此, 我国投资审计

类似问题, 由于外商相对控股而不宜介入。在这

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以查错防弊为主要任务, 是从

种情况下, 投资主体以委托社会审计为主, 国家审

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

计不宜采取直接审计的方式行使审计监督权, 而

经过多年的努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

应通过行业管理手段强化对社会审计组织的间接

断完善, 建筑市场逐步规范, 建设单位管理水平日

监督管理。

益提高, 检查监督力度不断加大, 建设领域中的违

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的逐步形成, 建设资金

纪违规问 题有 所减 少。举 一个 明 显的 例子, 自

来源渠道进一步拓展, 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态

1998 年国家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以来, 每年都安排

势。目前,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主

了国债建设项目审计, 从历年审计结果来看, 最初

要包括六个方面: 国家预算内投资、
银行贷款、
利

发现挤占、
挪用国债资金问题十分严重, 而最近两

用外资、
发行股票债券、
自筹资金及其他资金等,

年, 已几乎没有挤占、
挪用现象。随着项目管理不

但在具体的资金来源结构上, 基于市场化、
商业化

断完善, 行为日渐规范, 在目前的建设领域常规项

的资金来源, 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和社会资金所

目审计中, 仍以查错防弊为重点, 审计人员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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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无从下手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 适
时将投资审计从以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为重点转

可以说, 审计环境对审计实践活动的影响是深远
和持久的。
凡是能够对审计产生作用的因素, 都属于审

向以合理性、
效益性为重点, 即逐步过渡到公共投

计环境的范畴, 它主要包括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

资领域的绩效审计, 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

主观环境是指审计工作者本身的素质, 包括思想

迫切历史使命。投资领域开展绩效审计有益于实

素质、
业务素质、
职业道德素质等。审计人员素质

现投资审计的最终目标, 即节约政府投资, 减少损

的高低, 对审计工作质量和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

失浪费, 促进提高投资效益。在国外发达国家, 公

作用, 在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下, 人是决定因素。

共工程审计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绩效审计, 即围绕

客观环境是导致、
刺激和制约审计发展的客观实

评价公共投资的 经济性、
效率性、
效果性 开展工

在,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环境主要包

作。所谓 经济性 , 是指在充分考虑工程质量的

括经济环境、
法律环境、
政治环境、
系统环境、
科学

前提下尽量减少投资成本, 即少支出。所谓 效率

文化环境、
国际环境等。

性 , 是指项目建设与其所用的资源( 如土地、
建筑

WT O 规则与国家组 织规则 不同, 它 的规则

材料、
机械、
人工等) 之间的关系, 即一定的投入所

并不是自 动适用 于各 成员国 家, 成 员国 必须把

能得到的最大产出, 或一定的产出所需的投入最

WT O 的法律 条款转 化为 国内 法 , 再按 国内

少, 即支出合理。所谓 效果性 , 是指项目的预期

法 实施。加入 WT O 之后, 审计工 作中 审计程

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借鉴国外先进审计

序、
审计方法和审计依据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而且

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从项目审计着手, 以真实性、

在于 WT O 法律的适用方面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

合法性审计为基础, 探索投资领域开展绩效审计

相关法律环境的许多变化。

的新路子和新方法, 是今后我国投资审计发展的
主要方向。
( 三) 审计技术和手段方面更趋向科学化、
标

1. 加入 WT O 之后, 需要建立公开、
透明、
统
一实施并具有可预见性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量的
国内法规的清理在所难免, 势必给审计法律环境
带来很大变化。

准化
审计技术方法和手段随着审计对象、
范围、
内

2. 随着法制观念的逐步深入, 公民意识日益

容及其审计重点的 变化而发展, 我国加入 WT O

觉醒和强化, 对审计机关执法行为合法化的监督

以后, 审计技术方法变化的趋势是: 在加强制度基

以及通过法律救济途径维护自身权利的呼声越来

础审计模式的同时, 更多运用风险基础审计模式;

越高。这种执法环境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

审计技术方法更趋向科学化、
规范化、
标准化和系

3. 在审计专业法律环境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

统化, 将会更多地运用数学、
统计学技术、
抽样审

独立审计准则中的许多审计技术方法已成为国际

计技术, 标准审计程序和规范化检查方法以及审

惯例。

计战略技术协调等, 在审计手段上, 将普及计算机

( 五) 从事后审计逐步向全过程跟踪审计转变

审计实现远程网络审计。对工程造价而言, 由于

所谓 全过程跟踪审计 , 是指对项目建设的

我国将开放建筑市场 及其工程造价 咨询服务市

立项、
设计、
建设实施、
竣工验收等阶段进行全过

场, 可以肯定我国将引入国外工程计价定价的原

程审计监督的方式。当前,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则和方法, 加快工程造价市场化进 程, 我国的招

领域, 投资决策论证体系尚不健全, 权责分明、
制

标、
投标、
报价及评标方法将发生较大变化, 采用

约有效、
科学规范的建设项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国际上普遍应用的计价模式。因此, 实现审计手

制尚未完全建立, 项目管理的科学化、
专业化水平

段的创新, 加强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的信息化建设

还不高。例如, 某机场项目可研预测过于乐观, 建

和计算机技术的推广 应用是一项迫 切而重要的

设规模过度超前, 运行不到 5 年, 累计亏损达 11

任务。

亿元; 生活区选址、
施工组织等方面决策失误, 造

( 四) 审计法律环境方面将进一步统一、
规范、

成损失浪费高达 1 亿余元。显然, 如何采取措施,
有效遏制建设过程中的巨大损失浪费, 是投资审

公开
审计环境是指所有作用于审计并不断发展变
化的各种因素的综合, 它是审计实践的基本舞台。

计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
目前, 我们的投资审计多是事后审计, 主要起

审计实践的 产生、
审计目标的确定、
审计职能概

揭露和监督作用, 对建设过程中已经造成的损失

括、
审计内容的发展, 都是一定审计环境的产物。

浪费, 只能是 秋后算账 。唯有把审计 关口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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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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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来, 把投资审计工作做在项目开始之时, 贯穿于可
行性研究、
立项、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施工、
竣

为适应我国加入 WT O 后 的新形势, 面对新

工决算等建设全过程, 才有可能做到及时堵塞漏

情况、
新变化, 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洞, 减少损失浪费, 提高审计质量和效果。

创新:

建设项目具有周期长、
投资额大、
控制环节多

( 一) 战略创新

等特点, 建设过程中的决策、
规划、
设计、
采购、
招

面对经济环境的重大调整与转变, 固定资产

标、
施工、
监理等任一管理环节出现漏洞, 都可能

投资审计也必须适时调整战略, 以全新的思路适

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浪费, 影响投资的经济性、
效

应形势的发展。加入 WT O 后, 国家将借助经济

率性和效果性。随着投资审计事业的日益发展与

全球化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即适当缩小国有

成熟, 投资审计要有效渗透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

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把重点资金投入

的各个环节, 注重事前预防与事中控制, 及时发现

到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领域, 审计必须顺

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 及时纠正、
解决, 避免小问

应这种调整, 优化审计体系分工, 转变审计工作重

题酿成大损失。

点,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重点领域、
重点部门, 集中

在投资领域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 对建设项
目进行全过程、
全方位的监督和评价, 将有利于充
分发挥投资审计促进项目管理、
控制建设成本、
提
高投资效益的作用。
( 六) 从微观领域向宏观层面转变
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优势和职能作用, 从微
观项目审计入手, 实现宏观服务层次上的突破, 是
投资审计发展的又一个基本趋势。
近年来, 投资领域较多采用项目审计与审计
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正是基于投资审计的这一发
展需求。比如, 在某省国债审计调查中, 首先, 在
一个微观项目审计中发现, 为了多争国债资金, 存
在虚报建设内容、
扩大初步设计概算的问题; 接下
来, 通过审计调查扩大信息量, 发现有多个项目存
在类似问题, 且虚报方式多种多样; 最后, 为了达
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针对这一具有普遍性和典型

力量审深审透。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审计质量, 更
好地为宏观管理服务。
( 二) 体制创新
在新形势下, 要逐渐改变国家审计为主的固
定资产投资审计局面, 发挥国家审计、
内部审计和
社会审计的整体作用, 逐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的审计覆盖面。一方面国家审计要研究如何更
好地利用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成果; 另一方面,
要研究国家审计对两者的指导监督问题, 特别是
在国际中介机构进入我国后, 在激烈的竞争中加
强对社会审计的质量监督问题。此外, 要逐步统
一国家审计、
内部审计、
社会审计的准则、
报告模
式, 以有利于投资者和管理者评价, 有利于审计成
果的相互利用, 减少效率损失。
( 三) 人才创新
未来竞争的根本是人才问题, 加入 WT O 之
后, 高素质的审计人才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要争取

性的问题, 我们从国债资金管理体制和国债项目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主动, 就必须加强对人才的

审批机制层面, 深层次剖析原因, 并提出有针对性

培养创新。一方面, 要培养一批 熟悉中国国情,

的审计建议供宏观决策参考, 力求体现投资审计

了解国际惯例, 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风险意识,

在监督深度、
广度上的突破。通过努力, 促进投资

富有创新精神, 精通审计业务、
工程造价业务, 掌

审计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

握计算机、
外语技能, 具有较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

是投资审计发展的永恒主题。

素质、
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 要指定面向未来的

日前, 刘家义副审计长指出, 投资审计的现状
主要还是 就违纪查违纪, 就资金审资金, 就项目

人力资源战略, 营造优秀人才愿意来、
进得来、
留
得住的有效机制和良好氛围。

审项目 , 从宏观上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意识和

( 四) 技术创新

能力都还比较差。由于审计人员宏观经济知识的

随着固定 资产投资审计 逐步与国际 惯例接

匮乏和宏观管理意识的淡薄, 上升到机制、
体制的

轨, 不断改进审计技术方法和组织方式, 更新审计

层面时, 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因此, 树立现代审

手段, 提高审计效率, 规避审计风险越来越重要。

计理念, 加强宏观经济知识学习, 主动从机制、
体

首先, 要学习、
引进国外成熟的、
先进的审计方法,

制等角度去评价微观项目审计中所碰到的问题,

与我国的审计工作实际相结合, 进一步提高投资

是摆在全体投资审计人员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审计工作质量, 降低审计工作风险, 完善审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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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增加审计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第二, 针

远程网络审计; 第四, 对财政性资金投入较大或关

对投资项目、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复杂的管理

系国计民生的国家建设项目, 要实行工程项目建

状况的特点, 要加强制度基础审计、
数理统计和抽

设的全过程跟踪审计, 同时, 采用审计与审计调查

样审计的研究推广工作, 运用制度基础审计模式,

相结合的方式, 对与国家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事

以统计理论为基础, 采用科学的统计抽样方法去

项或者倾向性问题进行专项审计, 加大对建设项

判断, 同时, 充分考 虑重要性原则和审计风险水

目的审计力度; 第五, 加强事前审计, 改革造价审

平, 以确保审计工作质量; 第三, 计算机系统审计

计的工作方式和质量层次, 以重点建设工程为工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然而, 针对工程

程造价审计轴心, 合理界定审计覆盖面, 从宏观角

造价电算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 必须加强对计算

度切入, 抓住 对本地 区经济 有重大 影响 的建设

机系统审计和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审计的研究推

项目。

广工作, 必须加大计算机辅助审计力度, 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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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udit of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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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udit of t he f ix ed asset investment is one of t he major com mit ments for t he audit ing
department s in the oncoming f ive years, concepts and scales of t he audit are elucidated, in addit ion t o an
analysis of t he current Chinese audit ing system in the regard. T his paper st art s w it h t he disadvant ages of
the audit ing system , discusses t he inf luences of WT O to the invest ment policies, and offers a prospect and
st rat eg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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