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国际会计前沿, 2019, 8(3), 80-8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fia
https://doi.org/10.12677/fia.2019.83012

Research on the Value Effect of Linking
between In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Audit
Huaping Dang, Shufeng W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th

th

rd

Received: Aug. 13 , 2019; accepted: Aug. 27 , 2019; published: Sep. 3 , 2019

Abstract
With the 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audit system, the internal audit is gradually improving and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meet an urgent need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l audit confirmation and advisory functions, as well as its
necessity that internal audit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and promp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combining with the Internal Auditing Standards and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Basic Norms, by analogy analysis, logical reasoning and inductive deductive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audit, in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audit are discussed together to play to the feasibility of value effect, to study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audit as the main way and its value effect. Thu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specially listed companies, to
implement internal control and internal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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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审计系统的重视，内部审计也在逐渐完善并面临转型发展。为此，针对内部控制完善健全与
有效实施对内审确认和咨询功能发挥的迫切需要，以及内审通过积极参与内控建设评价促使自身实现转
型发展必要性，结合内部审计准则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采用类比分析、归纳演绎和逻辑推理
等方法，分析了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区别与联系，探讨了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联袂发挥价值效应的可
行性，研究了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联袂的主要方式及其价值效应。从而，为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
实施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联袂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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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内部审计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司模式的复杂化、财务数据信息化的发展，我国的内部审计也在
逐渐向以内部控制为导向的审计进行转型。内部控制是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
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作为企业管理的“中枢系统”，内部控制牵涉到企业所有经济活动和
事项的运行规范性，保障企业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会计数据等经济信息的正确可靠，是企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的最重要保障；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企业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
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
目前，国内企业的内部审计(以下简称“内审”)与内部控制(以下简称“内控”)还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
各自肩负着管理维护和财务监督评价的任务，尚未从职能深度上实现“强强联手”，共同联袂创造企业
价值效应。这也是学术界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2. 文献综述
内部控制与审计关系紧密，这是国际国内公认的事实。Khurram Ashfaq，Zhang Rui (2019)通过对南
亚的内部控制披露(ICDISC)实践调查，比较了印度企业实施环境与遵守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内控环
境披露的做法。认为通过设立审计的公司其配备充足的审计队伍规模会缓和 ICDISC 实践，董事会和审
计委员会之间存在有效性关系。为此，从巴基斯坦和印度选择了 100 家非金融公司作为样本分析，认为
公司治理离不开控制环境，作为治理层的董事局应盯紧公司管理层的内部控制制定和落实，内部审计委
员会需归属董事局领导，定期开展公司内控落实状况及效果披露等的检查监督，并直接对董事长报告工
作[1]。Shijun Cheng，Robert Felix，Raffi Indjejikian (2019)认为，如果有审计委员会成员属于应披露内控
信息的公司董事会中，公司不太可能在某一年内报告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所规定的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甚至在过去三年内出现重大内控缺陷的真实报告。同理，财务重视内控信息披露具有类似的溢
出效应。只有当董事对披露公司有更多经验并正确领导具有独立性的审计时，才能明显看出内控重大缺
陷披露的溢出效应[2]。国内在 2010 年颁布《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规定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监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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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企业在会计报告之外单独披露内控报告信息并接受审计评价和鉴证。从此，学术界掀起了内部控制
与审计关系的研究热潮。备受关注的是内部控制与审计意见的关系问题研究，代表人物是李炜(2013)，他
利用厦门大学内控指数课题组(2010)构建的 2007~2009 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
与审计师发表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意见越好。并且，审计师基于
内控审计签发审计意见的判断不受客户的政府控制性质和客户所处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说明我国的内
部控制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审计师的审计行为也趋于理性，审计执业判断的独立性明显增强[3]。同
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具有敦促作用和效能。如郭艳萍(2019)主张企业内部审计应与内
部控制融合，以推动公司治理和防范经营风险，促进企业价值增值[4]；徐冬梅(2019)认为内部审计是企
业评估控制自身风险的行为，它对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冯梦娜(2019)认为，独立
审计质量对内控缺陷信息披露具有重大影响，能够促进公司内控健全和监督其有效运行[6]。也有学者强
调内部审计要注重内控缺陷披露信息审计风险，如张津(2019)等主张开展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内部审计，
并注重在施工企业中引用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将全新审计思想导入企业项目的风险预防控制过程中，
切实发挥审计对内控的监控效能[7]。也有审计业内人士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资深注会孙文军(2018)从内
控缺陷与审计费用关系角度分析，认为内控缺陷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内控缺陷披露质量与审计费用负相
关。而我国内部控制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实施，是审计费用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础，也为审计与内控融合提
供了机遇[8]。

3. 内审与内控的关系
3.1. 内审与内控的区别
3.1.1. 主体地位不同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其行为主体同时也是实施主体是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
和全体员工[9]。内控的作用目标亦即其控制对象是公司从领导到员工的各种行为。所以，经理层和全体
员工既是内控的实施主体，同时还是其控制的目标与对象。内审主体就是企业自设的独立审计机构及其
人员，行政上归属于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业务上应遵从上一级主管部门指导，同时还应接受政府
审计机关的统一领导。相对而言，内控是内审的重要检查对象，应接受审计的监督和评价，须按照审计
意见和建议进行完善和健全，并不断进行实施环节的整改。通过内控建设，可以促进内审的功能健全和
地位提升，促进内审不断向企业经济性质和效益水平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方向转型，也就是由传统的财政
收支审计向现代的经济效益审计转型。
3.1.2. 职能与作用不同
虽然内审概念中对其职能定位是“确认和咨询”，但这只是与国际审计准则的初步接轨。实践中，
我国内部审计起步开始就确定其职能是经济监督和评价。即监督企业财务收支和评价企业生产经营及其
管理状况、考证企业是否已达到预期目标、揭露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对内部控制系统做出评价并提出
建议、监督经济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维护企业财产安全等，其作用是为了保证企业的有效运营，改善
企业的经营活动，同时实现企业的保值增值目标[10]；而内部控制的主要职能是对企业内部行为实施约束
与规范。为此，可称之为是企业内部重要的行为约束制度，旨在对企业经营、财务收支和财产管理实施
规划、监督、调节和反馈，有助于企业提高经营绩效和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完善企业内
部层级之间的信息沟通，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会计行为合规性，保障财经法规落实。
3.1.3. 对象与目标不同
内控实质是一个由组织设计制定的作用于企业经营规划、组织体制、经营管理程序、办法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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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规范企业活动、约束企业行为的管理制度体系。内部控制对象是企业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
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五要素的集合；内部审计是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和相关经济责任实施独立客观的监督与评价与建议，以促进企业完善治理、实现目标的活动[11]。
所以，内审对象是所在单位及其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目标是评价财政财务收支合规性、合法性、有效性
和相关经济资料的真实性、公允性。
3.1.4. 执行依据和工作方法不同
两者差异还体现在所依据的准则和实施程序方法上。内部控制是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而
建立与实施，内部审计则根据《审计法》并遵照《内部审计准则》来开展工作。内部控制采取的方法主
要是通过调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建立实施相应的规章制度，保证不相容职务相分离控制、合理安排企
业业务经营活动，保证企业财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发挥效用；内部审计的常用工作方法是通过规范的程序，
采取审核、实质性测试、询问、函证等方法，以获取用于合理性评价的充分有效证据。

3.2. 内审与内控的联系
3.2.1. 工作目标趋同性
内审是评价企业内控质量优劣的一种途径和工具。所以，内控是内审和内控审计的重要对象之一。
内控审计的主要职能是评价企业内控系统的有效性；内审可以通过评价内控制度提升内控质量，而优越
的内控质量和环境又能够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这就是说，内审质量与内控质量之间相互作用，强有力
的内审可以使内控更加完善与合理，企业内控制度的健全也直接影响着企业内审的质量。如果内控有效，
内审在审计时就可以减少工作量，更多地依赖内控，由此提升审计的工作效率。如果内控有效，内审就
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的薄弱环节进行审计与监督，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从而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
3.2.2. 行为方向一致性
定义表明，内控“旨在实现控制目标”，内审则“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字面看，两
者似乎有很大的方向性差异。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内控要实现的“控制目标”，就是企业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五大内控要素，也就是促使企业内部环境不断优化，保
障企业经营顺畅运行；帮助企业积极降低经营、财务和资产等各领域风险，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强化管
理控制功能，努力向管理要效益；加强各个部门与岗位之间的信息与沟通，促进协同作战能力；发挥制
度约束和内部审计监督作用，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最终的目的，就是规范运营秩序，强化管理效能，
将各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这恰与内审的增加企业价值和改善企业运营
的工作方向相呼应。可见，两者分工不同，工作角度和任务也有差异，但其总方向高度一致。

4. 内审与内控联袂的价值效应
4.1. 内控与内审联袂涵义
当内审开展以内控为目标的专项审计，即通过对内控各环节是否健全完善，执行力是否充足以及执
行效果是否显著等的独立审查评价，可以发现内控建设的薄弱或缺失环节和执行过程中存在流于形式或
敷衍塞责等问题。从而，使内控全面产生其应有的抑制管理风险效应。也就是说，内控是直接作用于企
业管理的“一线操盘手”，内审的评价功能既可以通过内控实现其“幕后推手”，又可以直接通过对经
济活动和结果进行评价实现。没有独立内审来促进内控健全有效，内控将徒有虚名，很难实现控制效果。
为此，本文主张内控与内审联袂，即通过独立企业设立的审计机构和人员，依照规定程序并采用专
门的审计技术方法，对公司项目和经营各环节的内控实施状况开展检查，以确认其内控落实执行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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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并调查原因，出具审计意见和建议，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可靠参考；同时，企业各相关业务机
构、职能部门及其领导要加强与审计密切配合，不仅虚心接受审计、全心全意配合审计和认真落实审计
决定，还应主动请求审计帮助其确认问题与风险，主动向审计人员咨询工作障碍和业务难题，确保内控
不断健全完善。通过联袂合作，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推动内控与内审价值共同增长。

4.2. 内控与内审联袂发挥价值效应的可行性
分析看出，内控与内审之间存在诸多差别。这些差别都是由于各自固有职能差异而接受的社会分工
不同所形成的。有分工就应有协作，这也是本文论证内控与内审联袂的思想基础，使双方联袂发挥价值
效应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同时要注意到，内控与内审的联系十分紧密，重点体现在双方的是内控与内审
之间工作目标趋同和行为方向一致等两大方面，这种“殊途同归”的特性，恰为双方发挥“联袂效应”
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提供了必要条件。
既然双方的工作目标都是为了保证企业规范运营和健康发展，行为方向都是为了企业降低风险和提
高经济效益。那么，实践中内审就有责任站在独立高度，以“旁观者清”的中立视角，查证内控执行问
题并提出改善建议；企业决策顶层和各相关部门也一定积极接受审计建议并矫正过往操作问题。并且，
企业决策领导会高度重视审计对经营管理的完善建议，落实内控的各相关部门也会常态化地主动请求审
计部门对其工作开展“诊断”并为之开出解决问题症结的“药方”。可见，内控和内审联袂，将会得到
企业领导和横向各部门的共同支持，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4.3. 内控与内审联袂方式及其价值效应
4.3.1. 管理联袂的成本控制效应
内审作用于内控，内控作用于管理。所以，两者都是企业管理的宝贵资源。内控的最高领导者是企
业董事会和高管层。他们最关注的是机构设置与人力资源配置合理性，核心问题是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条
件下努力降低管理成本。为此，相对独立的审计机构及其人员的“中立”位置可发挥的公正作用应该备
受重视。从而，实现内控主导阶层与内审之间以管理成本降低为核心的“管理联袂”。当人力资源部门
与审计联袂，双方共同展开人力资源配置调查，内审人员可充分发挥其管理会计思想，深入分析企业现
行的成本核算和控制办法是否得当，职责权是否匹配，人员分工和资源分配是否合理，揭示采购与应付
款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筹融资管理、资产管理、收入与应收账款管理等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
否到位，产生的制度效应是否显著，管理效益是否逐步提高等，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从而，通
过审计意见的强制性，敦促企业健全和完善成本控制体系，并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和企业获利
能力。
4.3.2. 信息联袂的风险抵御效应
内部控制制定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即它可委托有关不知如管理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设计
制定，也可由企业自行组织制定；企业内部可安排某一个部门设计，也可从多个部门抽调人手联合研究
制定。企业的内控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落实执行。所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对内部控制定
义中着力强调的是“共同实施”。那么，企业现有内控是否真正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衡量的基本标准
就是各部门运营是否潜藏可控而却未发现即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控制的风险问题。内控与内审联袂的基
本要求，就是加强企业横向各部门及各人员之间的工作交流和信息沟通，保证各运营机构、财会等管理
部门遇到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审计机构及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实现双方的“信息联袂”，共同化
解业务风险。目前，内审的出发点是控制企业风险和实现企业价值，而内控是在企业的各个环节建立完
善的控制机制，及时地对企业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应对，努力将其控制在企业风险的风险偏好和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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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范围内。可见，两者联袂后，目标就会更加一致，可通过各部门实施控制反馈的问题与困难等风险要
素信息，共同甄别风险属性，评估风险水平并协同研究应对风险策略，实现及时发现问题和共同研究解
决问题的管理要求，完成对风险的预判和合理把控，将风险控制在尚未发生的萌芽状态，让企业始终在
无重要风险干扰的轨道上健康、高速、高效地运行，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价值，提升企业的效益和效率，
并由此体现内控与内审联袂的职业价值。
4.3.3. 作业联袂的审计增值效应
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内控是一个全程控制、全员控制和全面控制的过程。内控的建
立是帮助企业规范企业制度，实现治理目标。但是，内控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实施是否正确和到位，这
是最关键也是企业顶层最为关注的问题。但由于每个部门和员工都是内控执行者同时也是被内控约束和
规范者，很容易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难于发现内控实施中的问题，特别是细节性和复杂性问题，
如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分布与积极作用发挥问题，采购谈判注重压低价格节约采购资金而忽略索要
增值税专用发票最终导致企业少扣进项税反“吃掉”压价节资问题等。联袂后可通过审计人员将这些业
务流程、性质、效果、风险等问题分析，以及将企业各项活动与行为对照内控标准评价内控实施有效性
进行实质性测试常态化后，就能逐步提高审计人员从事业务经营审计、制度基础审计为核心的管理审计
的素养和才能，促使内审由单一的财务审计逐步向效益审计转型，实现我国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的成功
过渡。
4.3.4. 降低公司舞弊风险
内部控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当控制对象出现技术性差错和工作疏忽以及实施者相互串通等情况时，
内控失灵无效。出现工作疏忽和技术性差错都是控制对象无意间造成的，产生的后果多是造成信息失真，
容易导致企业决策失误或税务等外部检查风险；实施者相互串通则属于徇私舞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将
是公司财产和公共利益遭遇侵害，甚至在立项过程中进行上下串通还会给国家资产和税收造成严重侵害。
而企业出现舞弊的主要原因就是内控的严重失效和失灵[12]。如果内审能够及时地识别企业内控的失效点，
并精准地确认所在企业内控可能失效的原因和后果，利用审计权威性对企业核心部门如财务部等各重要
岗位人员提出更为严格的职业操守意见，帮助内控建立自己内控体系的权威性和威慑性，便会端正企业
各层次、各岗位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其职业道德和操守；同时，针对获取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信息和拟
建项目信息，为决策层提出所评估确认的中度风险、重度风险可能带来的责任后果，为企业及时发出传
统务必的预警信号，从而降低企业领导层和重要岗位人员的串通舞弊行为，起到防微杜渐作用，并以此
来实现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5. 结论
分析表明，企业内控与内审的联袂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十分可行。不同联袂方式下，产生的内控实
施和内审转型等双向的综合价值效应明显。为此，建议国内设立内审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应
积极促进内控与内审的整合，相互取长补短。对内控而言，双方联袂可共同以风险为导向，完善公司内
控制度，促进内控全面有效实施，提升企业相关人员的职业素质，预防企业风险，实现企业价值增长；
对内审来说，两者的有效联袂，能丰富内审内容，提高内审的质量和专业素养，有利于推动内审由监督
为主向确认与咨询为主转变，加快内审转型步伐，尽快实现向以业务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为主导的经济
效益审计过渡。从而，实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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