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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审计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是为了惩处违规

行为，并遏制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那么，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达到什么水平才是适当的，并能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呢？这

涉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下限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审

计机关的相关数据，研究目前我国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否达

到最低限度，是否能够有效遏制违规的再次发生。

有些文献涉及审计的效果与审计处理处罚之间的关系，

但是，对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最低限度问题尚缺少系统的

理论解释。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通过

论述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对违规者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损失的

影响，来解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必须达到一个最低限度这一

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目前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

力度是否合适。

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主题，相关文献包括两方面：一是审计领域

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之研究；二是法学领域的刑罚力度之

研究。

审计领域关于审计处理处罚的研究主要涉及审计处理

处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只处理不处罚（张宗乾，

1998）；处理处罚轻重失衡（周生安、吕云松，2001）；处罚力度

存在差异（陈宋生、刘淑玲，2010）；审计处理处罚尺度不够统

一（王万江，2011）；审计处理处罚制度与非制度间的冲突（郑

石桥、和秀星、许莉，2011）。

法学领域对刑罚力度的研究有不少文献。郭建安（1994）

认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适当，以使刑罚产生的痛苦足以

抵消行为人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为宜。赖早兴（2011）对

刑罚力度有较系统的研究，论述了刑罚力度的特征、影响刑

罚力度的因素、刑罚力度确定原则、刑罚力度实现的环节等。

陈屹立、陈刚（2009）指出，潜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

罚的严厉程度都极大地影响犯罪成本。因而，提高惩罚概率

或惩罚严厉程度都能够威慑潜在犯罪人。

综上，总体来说，关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下限问题的理

论研究较为匮乏，尚无太多文献涉及这一问题。而刑罚力度

理论对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研究有较大的启发价值。本文借

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构建最低审计处理处罚

力度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的比较决定了违规者是否选

择违规

Becker（1968）认为，犯罪者作为理性人，在犯罪之前，会

权衡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犯罪的选择。

审计中违规行为的违规人员与犯罪行为中犯罪者的心理选

择是类似的，如图1所示。

【摘要】对审计揭露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是政府审计的一个重要职责。然而，是否任何力度的处理处罚都能发挥

遏制违规行为的效果？为此，通过构建违规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低于

一定的水平，就不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我国地方审计机关的经验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对于遏制违

规行为之所以没有显著效果，是因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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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违规预期收益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特征所决定的，违规者

无法改变它。但是，违规者会估计违规的成本。违规预期成本

包括违规实施成本及违规被发现之后被处理处罚所带来的

损失，而违规的预期损失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违规被发现

的概率，二是处理处罚的严厉程度。要提高违规者的处理处

罚损失，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二是加大

处理处罚严厉程度；三是同时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及处理处罚

严厉程度。所以，违规者正是从违规被发现概率和违规处理

处罚力度这两个角度来估计处理处罚损失的。而在审计工作

中，发现违规的概率不太容易改变，因此对于审计工作来说，

最有效的提高违规预期损失的途径是加大违规发现后的处

理处罚力度。

贝卡里亚（2005）认为，个人如果能从越轨行为中捞到好

处，就会增加犯罪推动力。因此，刑罚的力度应当使惩罚造成

的损失能够超过犯罪的收益为宜。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

罚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低于某一水平

时，违规者从违规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所以违规者倾

向于选择违规。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加大审计处理处罚的力

度，增加其违规成本，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抑制。

（二）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

图 2列示了预期违规损失、预期违规收益及审计处理处

罚力度，其中X表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Y表示违规损失、违

规收益的预期值。

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影响违规者对于预期

违规损失的判断。如图2所示，从逻辑上来说，审计处理处罚

力度显然与预期的违规损失正相关。为了提高预期违规损

失，在发现违规行为概率以及其他相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提高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审计处理处罚力

度的提高必然会使违规者重新估计其可能受到的违规损失，

而违规损失提高至超过违规收益的水平，违规者将会选择

放弃违规行为，那么审计遏制违规行为发生的作用就能得到

体现。

而违规的预期收益则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它通常不会因违规者的意愿或审计工作而发生改变。如图 2

所示，违规行为的预期违规收益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审计

处理处罚力度而改变。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对违规者造成

的损失必须大于违规者通过违规获得的收益，才能迫使违规

者放弃违规行为，政府审计才能发挥其遏制违规行为的作

用。那么，怎样才能使违规损失大于违规收益呢？

如图 2 所示，预期违规收益线（S2）和预期违规损失线

（S1）存在一个交点A。在A点处，审计处理处罚造成的违规损

失正好等于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获取的违规收益，而其对应

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为 a，其被称为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可以看出，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小于 a时，违规的预期收益是

大于预期损失的，在此条件下，违规者不会停止其违规行为，

只有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大于 a时，预期违规损失大于预期

违规收益，这时违规者才不会选择违规。由此看来，只有审计

处理处罚力度大于 a，才是一个适当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审计处理处罚

要发挥作用，其力度必须达到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才能

使违规收益低于违规损失，从而使违规者放弃违规。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平均违规金额，平

均违规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违规金额=总违规金额/被审计单位数

总违规金额及被审计单位数均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

其中，2004 ~ 2006年的《中国审计年鉴》中并没有记录总违规

金额，因此计算平均违规金额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三年的

数据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2. 解释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审计处罚度、司法

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作为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的计算

公式（金额单位：百万元）如下：

审计处罚度=（应上缴财政+应减少财政拨款+应归还原

渠道资金）÷违规金额

司法移送率=移送司法机关人数÷违规金额

纪检监察移送率=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人数÷违规金额

3. 控制变量。根据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经济与犯罪具

有普遍联系（王勇哲，2006），并且经济情况的好坏将会对犯

罪行为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张德发、郭鹏，2000），这些研究

对审计研究中考虑经济发展情况对违规行为的影响有启发

意义。在审计领域，也有关于经济发展对政府审计产生影响

的研究（黄俊晨等，2011）。

根据上述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将各地GDP作为衡量地

区经济总体规模的重要指标，可能会影响违规行为的发生概

率或者审计处理处罚的效果。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各省市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本文所有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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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选自 2002 ~ 2003年及 2007 ~ 2011年我国各

省市的统计数据（2004 ~ 2006年审计年鉴数据不完整，因此

剔除，共计31个省市，不包括新疆建设兵团）。审计数据来自

《中国审计年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五、统计分析

因为政府审计对违规的处理处罚效果应当反映在次年

的违规情况上，所以本文的分析均为审计处理处罚对次年的

效果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解释变

量的标准差不大，并且最小值在部分情形下为0。

（二）各变量的面板分析

表3为各变量的面板数据，由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解

释变量中，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

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目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罚程度和移

送司法机关的情况并不能影响次年的违规行为。只有纪检监

察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具有负相关性，表明移送纪

检监察机关的情况对违规行为起到了遏制作用。这说明相关

数据研究不能支持本文的假设，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

度尚不合理，审计效果并不理想。

根据本文的假设和理论预期，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罚度、

司法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都应当与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

相关。然而本文的统计分析表明，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与

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均没有相关性，仅纪检监察移送率与次

年的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为什么审计处罚度、司法移

送率不能有效地影响违规行为的发生呢？

如图 3和图 4所示，基于地方审计机关的数据计算得出

的各地区平均审计处罚度的值是很小的，而平均司法移送率

在2002 ~ 2010年均是极低的，虽然在2011年度较往年有所上

升，但是从数值上来看还是偏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

由认为，审计处罚度和司法移送率过低导致其无法影响审计

效果。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力度过轻，并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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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Trans

DiscipTrans

GDP

Coef

-71.7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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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971

0.0104022

200.5329

Std.Err

50.4724

58.6201

63.30009

0.0050368

50.24014

t

-1.42

1.87

-2.27

3.99

6.66

p>|t|

0.165

0.072

0.030

0.048

0.000

表 3 变量的面板数据

变量

AverIlleg

Punishment

JudicTrans

DiscipTrans

GDP

样本量

186

186

186

186

186

平均值

279.5575

0.4382266

0.0292739

0.0491104

10992.750

标准差

285.0716

0.3263126

0.1799726

0.2091633

10257.7

最小值

12.40024

0.07246

0

0

161.4200

最大值

1798.119

2.642451

1.900182

2.513144

53210.28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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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F=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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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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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9

overall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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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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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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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名称

平均违规
金额

审计处罚
度

司法移送
率

纪检监察
移送率

地区生产
总值

变量符号

AverIlleg

Punishment

JudicTrans

DiscipTrans

GDP

计算方式或来源

总违规金额（百万元）/被
审计单位数（个）

（应上交财政＋应减少财
政拨款＋应归还原渠道资
金）÷违规金额（百万元）

移送司法部门人数÷违规
金额（百万元）

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人数÷
违规金额（百万元）

各省市 GDP，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亿元）

表 1 变量及定义

各
地
区
审
计
处
罚
度
的
平
均
值

图 3 各地区审计处罚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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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起到审计应有的威慑作用；另外，相对于审计查出的违

规或者犯罪行为，移送至司法机关进行审判的人员数量偏

少，没有及时对涉案人员进行惩处或者真正进行惩处的人员

数量偏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

力度偏小，没有达到使违规者放弃违规行为的最低限度，违

规收益依然大于违规损失，从而导致政府审计效果不明显，

未能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

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揭露违规违法行为并

发挥预防功能，遏制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通过政府审计能

否降低以后年度违规的严重程度，是衡量政府审计是否有效

遏制违规行为的重要指标。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当年的审计处罚度、司法机关

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都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

说，以上指标对审计效果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些审计处

理处罚措施并没有对违规行为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仅有纪

检监察机关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可以

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审计中，纪检移送对违规行为产生了有效

的威慑和遏制作用。而通过观察审计平均处罚度和司法移送

率的具体数值可以得出：目前我国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过

轻的，司法移送率与违规规模相比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得

出这样的结论，当前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总体来说

过轻，尚未达到使违规者放弃违规的最低限度，因此无法对

违法违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我们，要提高政府审计的效果，需

要优化目前政府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从我国的地方

审计机关数据来看，应当适当加大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那么

如何才能适当加大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从而使我

国政府审计能够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本文提出以下几

点政策建议：

一是严格对违规金额的处理，违规金额应当如数上交财

政、减少相应拨款或者及时归还原渠道，同时应当确定违规

金额的处理时限，促使违规金额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审计工

作组可以采用跟踪审计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违规金额的处

理情况进行后续调查，减少违规金额处理不及时甚至不处理

的可能性；二是要建立相应的部门间协作机制，针对移送至

司法、纪检监察部门的违法人员，审计工作组应当时刻关注

其后续调查处理的进展，审计作为监督方尽管自身没有行政

处罚或司法等权限，但应当确保移送的违法人员均得到深入

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得到应有的处罚或刑罚，同时审计

机关应当敦促并协助司法、纪检监察等部门确保完整、及时

地移送所有的违法人员；三是审计人员应当强化自身的法律

意识和职业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在工作中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在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违规违法

行为从严处理、从重处罚，使得政府审计能对潜在的违规违

法行为形成威慑并产生遏制作用。

在新常态下，审计署要求各审计机关完善工作机制，改

进审计方式方法，着力提高审计效率，提升审计能力。因此，

如何解决目前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过小的问题，提升政府

审计的效果，杜绝屡审屡犯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希望本文的

研究结论能够对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一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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