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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引出构建高校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然后从绩效审计的定义出发，归纳出绩效审计
的主要审计内容，同时结合《第2202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绩效审计》中对绩效审计评价标准的相关
规定，依据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构建高校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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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leads to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erformance audi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main audit contents of performance audit from the definition of performance audit.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Basic Rules for Internal Auditing No.
2202—Performance Audit,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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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performance audit,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niversity performance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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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绩效审计的最初提出，至今已经历了 20 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实务中绩效审计发展较为缓慢，当然
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相关制度的缺失、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不足以及绩效审计重视程度不够都在制约着
绩效审计的发展，然而，至今未有一套完整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却是导致绩效审计开展率较低的重
要因素。作为绩效审计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高校绩效审计面临着同样的发展困境。为了保证高校绩效审
计的有效开展，本文尝试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以保证绩效审计的顺利进行，完善
绩效审计理论体系。下面将从绩效审计的定义入手，进而总结出绩效审计的内容，尝试探索构建高校绩
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1]。

2. 绩效审计的定义及审计内容
根据《第 2202 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绩效审计》，绩效审计的定义为：是指内部审计机构和
内部审计人员对本组织经营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的审查和评价。经济性，是指组
织经营管理过程中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或者服务及其他成果时所耗费的资源最少；效率性，是
指组织经营管理过程中投入资源与产出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效果性，是指组织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
程度。
由上述定义，可以将高校绩效审计的内容归纳为以下三点：
1) 高校成本投入审计
对于一所高校来讲，成本投入有关学校的整体发展，对学校的产出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高校成本
的投入是否经济合理也是绩效审计应该关注的重点，成本投入审计内容包括：① 基础设施投入，首先考
虑教学楼、宿舍楼的建设情况，以保证大学生正常的教学和生活顺利进行；其次是教辅设施的投入，如：
图书馆的硬件及软件设施配套情况，建设与学校自身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实验室，各类体育场所的建设有
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后是校园网的建设，现代的发展已离不开网络，一所高校的发展更应该注重校
园网的建设；② 教育经费投入，是指与教学相关的经费投入，一般为四项教学经费；③ 科研经费投入，
包括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④ 人员经费投入，主要是各类工作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等投入；⑤ 其他相关的商品及服务投入也是维持高校正常运行的必要投入，包括水电费、电话费等
维持费的投入。
2) 高校投资配置的审计
高校投资配置的重点审计内容为内部投入比例的测算，主要考虑的三方面内容为人力资源配置、财
力资源配置及物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配置从人员学历结构、各类工作人员人数分布等方面考虑，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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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从各类经费支出的配比情况予以评价，物力资源配置主要评价基础设施及仪器设备等的利用率
及使用频率。可以采用数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标杆法等来分析高校投资配置的合理性以及资金的使
用效率。
3) 高校产出效果审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提到“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高校产出效果审计可以从
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情况的开展两个方面来开展。人才的培养可以根据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自创业情况以
及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情况来衡量，科研情况的开展可以从论文发表的情况(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
学术成果转化情况以及高校各学科在全国高校中的排名等方面来进行判断[2]。
下面将以高校绩效审计的三方面内容为重要依据，来进行具体绩效评价指标构建。

3. 构建高校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高校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从高校绩效审计的内容出发，从而构建
客观、公正、实用、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分层原则
高校绩效审计内容的层次性决定了评价指标的层次性，在指标的构建过程中也应遵循分层原则。高
校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二级学院负责教学和科研任务，行政部门承担高校的管理职能，还存
在一些与高校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等，各个单位及部门相互配合共同维护高校的运行，
同时也共同分享高校的经济资源。因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坚持分层原则，综合考虑各个部门的经济效
益，保证评价体系的客观性以及全面性。
2) 相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原则
绩效评价应该应用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绝对指标反应投入产出的总量情况，
相对指标评价的是资源的效率水平，因此需要将两种指标综合应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系
统性的原则，保证各个层次的评价指标有机结合，综合考虑评价目标的重要性、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评
价指标间的逻辑关系，构建系统、全面、合理的指标体系。
3) 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定量指标可以直观反应评价的结果，同时用数字展现的评价结果也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因此定量指
标在进行绩效评价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定量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数字展现的结果并不一定
能够完全反应绩效情况，而且有的绩效评价结果无法用定量指标来衡量，由此需要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互为补充，相互结合来完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 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用来指导实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在事务工作中更好的开展
绩效审计工作，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具有可操作性，所需要的基础数据易于获得，所评价的结果
科学合理，才能保证绩效审计标准更加具有实际指导意义[2]。

4. 具体绩效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高校绩效审计内容的分析，结合《第 2202 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绩效审计》第十二条中提到
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的来源，遵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构建具体绩效评价指标。本文具体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分层进行，主要分为三个目标层，一级目标层包含 3 个一级指标，二级目标层包
含 10 个二级指标，初级目标层包含 49 个具体指标，具体的构建情况如表 1 所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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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1. 具体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各类行政用房及场地面积总投入(包括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实验室及运动场等)
图书馆馆藏图书总册数及总价值(包括纸质图书及电子图书)

基础设施投入

仪器设备的投入总数量及总价值(包括计算机、实验仪器、大型设备仪器、体育设施等)
固定资产增长率
校园网建设成本
教育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
经费的来源及各种来源的比例结构

教育经费投入

教育经费年投入额
教育经费总投入年增长(减少)率
横向科研年投入金额

投入成本类

纵向科研年投入金额

科研经费投入

科研经费总投入年增长(减少)率
横向科研及纵向科研投入金额的比例
人员经费投入结构
人员经费总投入年增长情况
人员经费投入占年总支出的比例
人员经费投入

人均人员经费年增长率
同地区高校中人均人员经费水平
高层次人员的经费投入
其他相关投入的节约率

其他相关的商品及服务投入

人均相关成本
工作人员整体的学历结构
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职称分布情况
管理岗位人员级别分布情况
人力资源配置

教师的教学能力及科研水平的评价
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及工作效率评价
重点学科师资力量的投入
教师、教辅、机关、后勤、实验各系列教师的比重
一般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

投资配置类

各教学单位及各行政部门经费投入比重情况
教学单位及各行政部门内部经费投入比重情况

财力资源配置

教学经费与科研经费的比例
科研经费中各项支出的比例结构(包括设备购置费、材料费、差旅费等各项支出)
教室的使用率(根据学校的课程安排及开课人数确定)
实验室的使用率

物力资源配置

实验仪器利用率(根据实验仪器的使用记录确定)
贵重仪器购买的可行性分析论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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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生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水平
学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取得的成果及获奖情况
学生就业率
学生创业率

人才培养

学生考研录取率(包括在国内高校就读研究生和在国外高校就读研究生)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质量及优秀率
产出效果类
学生工作后的发展情况及优秀校友情况
核心期刊论文数(包括总数及人均数量)
全国同类学科排名情况
科研情况

科研成果转化情况
科技专利获得情况
全国知名程度及社会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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