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机遇，但也面临着全

球经济巨变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世界各国曝光的系

列财务丑闻案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公司在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上的失效。在2012年申请 IPO上市的

公司中，有37家申请未通过，6家被暂缓表决，6家被

取消审核，64家被终止审查。德勤企业风险管理服

务合伙人蒋薇指出：“IPO闯关失败的企业，有相当

部分归根结底是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完善造

成的。”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是

否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在实务界，为了有效提升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的健康

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的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众的利

益，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审计署五部委

先后于2008年和2010年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自 2012年
起在主板上市公司全面施行。

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内部审计的变革，

拓展了内部审计的职能范围，为内部审计提供了更

多的施展空间。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领域的专家，内部审计既是保障公司治理的四大基

石之一，又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审计与

内部控制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它是企业内部

控制的重要环境因素，也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方

式和监督力量。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前主席捷奎琳·

瓦格娜就曾指出：“环境的变化给内部审计师带来增

加价值的机会最多的领域是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

只要设计和执行恰当，内部审计在公司风险控制方

面就能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多数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认为，内部审计

在企业相对独立的地位，使其能够在内部控制制度

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内

部审计作为组织内部的“免疫系统”，只有通过参与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各项增值服务，才能真正体

现其价值。但是，目前关于内部审计职能拓展对公司

内部控制发展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尝试

探究内部审计职能拓展与内部控制之间的相关性，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的研究表明，内部审计职能拓展的确能够

提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即内部审计职能拓展程

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增强

公司防范风险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内部审

计在企业中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开展的业务种

类也由传统的财务审计向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内部

控制评价和咨询拓展，内部审计整体实力得到不断

提高，其在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的作

用也不断凸显。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其一，通过内部审计职能

内部审计职能拓展能够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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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与内部控制之间相关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和拓

展了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领域的相关研究；其二，本

文系统考察了企业内部审计机制及其职能拓展在提

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

印证了近些年我国监管机构强调公司必须建立内部

审计机制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对影响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进行研究。对于微观角度，研究

者主要关注公司特征和治理特征。对于宏观角度，研

究者重点关注外部制度环境。

公司特征包括公司规模、成立年限、经营范围、

财务状况等。Doyle等（2007）的研究发现，存在缺陷

的公司具备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经济实力较

弱、多元化经营、成长快速、运作模式快速变化、正在

进行重组等特点。张先美等（2013）的研究结果与前

者一致，他们认为公司成立年限、成长性与内部控制

有效性显著正相关，企业兼并重组、风险水平与其显

著负相关。张颖和郑洪涛（2010）的调查分析结果显

示，影响内部控制合规目标、报告目标、经营目标有

效性水平的重要因素包括企业的发展阶段、管理的

集权化程度、企业文化、管理层的诚信和道德价值

观、资产规模和财务状况，而内部控制战略目标的有

效性主要受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两个因素的影响。

李清和丁敏月（2013）也发现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

对内部控制指数有显著影响。

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往往经营更加复杂，

存在的会计风险更高，内部控制建设相对更不完善。

韩丽荣和盛金（2013）的研究证实，上市公司存在内

部控制缺陷时，公司运营状况更复杂、兼并重组更加

频繁、对内部控制建设投入资源较少。张继德等

（2013）的研究表明，管理层重视程度、组织结构的完

善程度、资金的投入、人员素质、信息技术和管理的

成熟度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治理特征包括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两职合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频率、薪酬制度等。Ashbaugh
等（2008）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问题的公司股权

集中度更高；张颖和郑洪涛（2010）也发现，内部控制

有效性还受到股权集中度因素的负面影响。但李清

和丁敏月（2013）、张先美等（2013）的研究发现，股权

集中度与内部控制指数显著正相关；李育红（2011）
的研究也指出，控股股东拥有集中的控制权时，有动

机和能力去监督管理层，而薪酬机制和声誉惩罚机

制能够对管理层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提高公

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薪酬前三名董事的薪酬总额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程晓陵和王怀明（2008）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时发现，控股权性质、年终股东

大会出席率、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两职合一、是否

设立审计委员会、管理层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念以

及管理者的风险偏好等都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

产生显著影响。张先美等（2013）的研究也证实，董事

会、监事会规模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

而控制权性质、审计费用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

合一与其显著负相关。

从宏观角度来看，研究外部制度环境对公司内

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的文献较少。苏秀花和赵息

（2013）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

素，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以及法律水平

等制度环境因素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运行效率的影

响显著，具体表现为市场化水平高、法律水平高、政

府干预程度小的地区，内部控制指数相对较高，说明

内部控制制度在该地区的运行效率较高。

（二）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就是查错纠弊，在有效防

范会计舞弊方面，内部审计具有外部审计无法比拟

的“天然优势”，它所产生的威慑力能促使公司加强

控制、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现代内部审计主要是以风险为导向。风险导向

的内部审计能够更好地为组织消除风险隐患，也更

能够体现内部审计自身的价值。内部审计通过监控、

检查、评估、报告管理层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

效性，帮助公司改进风险管理控制体系。

郑石桥（2008）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控制环境、

控制活动和控制目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

控制活动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控制环境与控制目标

实现程度正相关；当把控制环境和控制活动视为整

体时，其控制水平与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程度正相关。

郑伟等（2014）进一步指出，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关

键要素是控制活动，而内部审计是控制活动有效开

展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此外，控制活动还是内部

审计的直接对象，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

控制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张颖和郑洪涛（2010）通
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于合规目标和报告目标的

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受到内审机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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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影响。

因此，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活动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的联系。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也证实，内部审计

的规模、专业胜任能力等因素决定了内部审计在控

制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大小。

（三）文献评价

现有文献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公司治理特征和

公司自身特征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内部审计

被公认为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领域的专家，它的

介入能够改善公司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升内部控制

水平。但是对于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相关性的

研究，学术界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多采用的

是规范分析法，很少通过经验数据进行验证。因此，

本文尝试探讨内部审计职能拓展对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影响，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研究的

不足。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各项管理要素的有效运转是

保障内部控制有效的前提条件。作为企业内部控制

的控制环境要素之一，内部审计与其他环境控制要

素共同提供企业规范与架构，影响企业员工的控制

意识，在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构成要素中具有不同于其

他控制要素的相对独立的身份，对其他控制要素行

使再控制的职责。内部审计具备独立的评价功能，能

够监督和评价公司的各类活动。同时，还能够帮助组

织内部其他成员有效履行职责，并为管理层提供有

助于分析、评价公司活动的准确信息。

一个在自身设计和遵循性方面具备完善体系的

内部审计通过早期对错误和舞弊的侦查和防范，有

助于公司改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效的内部审

计系统不仅能够帮助公司实现绩效目标，还能够确

保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对法律法规的遵循性，避免出

现损害公司声誉的行为以及一系列不良后果。

内部审计在参与风险评估的过程中，持续关注

公司财务和经营风险的披露情况，并对整个披露过

程进行监督和控制。虽然内部审计师不能直接进行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但是他们在风险管理中的作

用不可小觑。因此，内部审计有必要根据公司的风险

管理政策和财务目标实施有效的战略步骤。可见，内

部审计进行职能的拓展，将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的资

源和信息，从而改善内部控制环境，提升公司内部控

制水平。

虽然内部审计只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对其他控制要素的完善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协

调至关重要。从内部控制五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

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来看：①企业要面

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风险，这些风险都必须经

过识别和评估，以便企业做出防范风险的相应决策。

内部审计恰恰就是企业风险评估的主要执行者。

②公司高管层需要针对不同的风险评估结果开展

相应的控制活动，这些工作需要由公司不同职能部

门、不同级别的人员独立或共同完成。控制活动的实

施过程和实施效果需要内部审计进行事中监督和事

后审计，同时向决策者和实施者进行信息反馈，决策

者再根据反馈情况调整活动流程，实施者对控制流

程进行进一步规范，从而确保控制活动达到最佳效

果。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获取和发送大量信

息，信息安全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内部审计也关注

到了这一点，不仅需要提供一个高速有效的沟通渠

道，而且需要协助高管层建立多种渠道来进行信息

沟通，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在企业职能部门之间、员工之间以及企业的利益相

关者之间构造一个完善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系统。

④内部控制系统需要被监控，内部审计无疑是最佳

选择。内部审计通过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重大

控制程序的制定和修正，监督内部控制的运行，这是

对内部控制的再控制和再评价。

由此可见，加强内部审计职能的拓展，意味着增

强内部审计的整体实力，这将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

实施的效率和效果，降低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

的发生概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内部审计职能的拓展程度与企业内部控制整体

水平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北

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色诺芬公司联合开发的

“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二是由深圳市迪博

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数据库”；三是根据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上各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就内部审计事宜相关问题

的回答，通过手工搜集获取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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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上市公司内部审计职能拓展

的相关情况，其详细信息很难从上市公司披露的公

告中获取，因此，本文主要是从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gszz/），以普通投资者的身份向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高管就内部审计事宜

提问，直接获取信息。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本文

共获取147家上市公司较为详细的内部审计职能拓

展的相关信息，以 2012 ~ 2014年作为观察年度，剔

除数据不完整样本，获取429个样本。

（二）变量的选取

1. 因变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度量。现有文

献通常采用多指标综合度量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但

是选取的指标有所不同。王素莲（2005）是以内部控

制五要素为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再设置若干

个二级指标，根据二级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最

后得出内部控制综合指标值，这是根据内部控制要

素来选取指标。还有学者是根据内部控制的目标来

选取指标。如程晓陵和王怀明（2008）以主营业务资

产收益率、审计意见类型、是否被公开谴责作为反映

内部控制经营、报告、合规目标有效性的替代指标；

张颖和郑洪涛（2010）、李育红（2011）、赵渊贤和吴伟

荣（2014）根据内部控制的目标选取指标构建内部控

制评价体系。两者的区别在于评价的主体或评价的

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以要素来选取

指标进行内部评价，一个是站在监管部门或外部利

益相关者的角度以目标实现来进行外部评价（张先

治和戴文涛，2011）。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在制定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考虑指标的

普适性，因此，基于内部控制目标来设置内部控制有

效性指标更为合理。

基于此，本文选用由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

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ICI）作为因变量。该指数是综合反映我国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水平与风险管理能力的量化指数体系，其

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框架体系为制度基础，基于内

部控制战略、经营、报告、合规和资产安全这五大目

标的实现程度，并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作为修正指

标，对内部控制基本指数进行补充与修正。内部控制

指数于 2010年经财政部立项，从 2011年开始每年

发布一次，得到了监管机构、学术界以及上市公司

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

2. 自变量——内部审计职能拓展情况的度量。

财务审计作为基本职能，是内部审计进行职能拓展

的基础。只有以查错纠弊为基础，内部审计才能进一

步朝着兴利增值的目标进行职能拓展，通过管理审

计、风险审计以及咨询活动实现自身价值；而在这一

过程中，内部审计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力也不断

增强，从过去仅局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监督扩展到企

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因此，本文把内部审计的具体职能划分为三类：

①财务审计；②管理审计（如基建、离任、合同、价格

审计等）；③风险审计（包括对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估）

和咨询。随着内部审计职能的不断拓展，内部审计自

身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在进行内部审计职能拓展指

标的量化方面，本文根据内部审计的职能拓展程度

赋值，拓展程度越高，取值越大。只具备财务审计职

能的取值为 1，同时具备财务审计和管理审计职能

的取值为 2，具备财务审计、管理审计、风险审计和

咨询职能的取值为3。
3. 控制变量的选取。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

文借鉴李清和丁敏月（2013）的研究，把公司特征和

治理特征指标作为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主要指

标。同时，借鉴现有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选

取了以下指标：

（1）公司特征指标。①公司规模，以年末总资产

的自然对数表示。公司规模决定了公司是否有足够

的资源进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以及维护内部控制有

效运行。此外，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大规模企业通过

对内部控制模式的推广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规模效

益；而规模小的企业缺乏资金和人力进行内部控制

系统的建设和维护，内部控制的实施成本也相对较

高。②是否发行外资股，当公司发行B股或H股时，

取值为 1，否则为 0。该类公司的国外投资者自我保

护意识强，而且监管机构对它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对

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因此这类公司的内部控

制整体水平应该更高。③盈利状况，用净资产收益率

表示。企业的财务状况也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一个财务资源充足的公司有实力在内部控制方面下

足功夫，向市场传递其经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利

信号；而盈利能力较低的公司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

陷，内部控制水平不高。

（2）治理特征指标。①股权性质，国有控股类上

市公司取值为 1，否则为 0。我国国有控股类上市公

司由于产权主体“缺位”，缺乏有效监督，“内部人

控制”现象严重，从而导致内部控制有效性较弱。

②股权集中度，它代表了企业股权的分布及制衡能

力，用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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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衡量。当股权过于集中时，治理结构会失衡，控

股股东有足够的权力控制董事会和经理层以为其谋

取私利，此时内部控制流于形式，甚至会完全失效。

③董事会会议频率，用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表示。该

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事会参与经营的活跃和

积极程度，如果董事尽职尽责，则有助于提升内部控

制有效性；但会议次数过多也有可能是公司内部控

制失效之后的“救火”行为。④董事会独立性，用独立

董事人数表示。董事会独立性是保证董事会发挥治

理作用的关键因素，独立董事作为独立第三方，较为

客观公正，从而有利于改善内部控制环境，加强对内

部董事和管理者的制约和监督，促进内部控制水平

提升。

模型中各变量简称及代码等详见表1。

（三）模型的建立

基于上述假设，以内部控制有效性为因变量，内

部审计职能指标为自变量，再引入以上控制变量，初

步构建如下原始模型：

ICI=α+β1IAF+β2Size+β3B-share+β4ROE+
β5Control+β6Z+β7Meet+β8Num+ε

五、实证研究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

由表 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连续变量中除了

因变量内控有效性指标和控制变量股权集中度指

标，其他指标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异并不明显，不存

在极端值的情况。对于内控有效性指标，虽然其最大

值与最小值差异较大，但数值仍然在其平均值 3个
标准差之内，因此，未进行极端值处理。对于控制变

量中的股权集中度指标，本文将结合后续的相关系

数分析结果来考虑是否需要对其进行处理。

从表 3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来看：自变量内审

职能指标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呈现显著相关关

系，与理论预期一致。在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发行

外资股、盈利状况、董事会会议频率与内控有效性指

标之间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理论预

期一致。股权性质指标的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一

致，股权集中度指标的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不一

致，但这两个指标都不显著，说明它们不是影响内部

控制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这也从侧面说明，不管是国

有控股还是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也不管是股权分

散还是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它们对内部控制的关

注程度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另外，自变量和控制变

量、控制变量彼此之间还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如自变

量与公司规模之间、公司规模与股权性质之间等，但

它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4，并未表现出较强

的相关性。

（二）分组比较

本文根据内部审计职能拓展的量化指标将数据

分为 3组，只具备财务审计职能的为第 1组，同时具

备财务审计和管理审计职能的为第 2组，具备财务

审计、管理审计、风险审计和咨询职能的为第 3组，

以比较内部审计职能拓展程度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指标
类型

因
变量

自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指标简称

内控有效性

内审职能

公司规模

发行外资股

盈利状况

股权性质

股权集中度

董事会会议
频率

董事会
独立性

指标
代码

ICI

IAF

Size

B-share

ROE

Control

Z

Meet

Num

预期
符号

＋

＋

＋

＋

－

－

＋

＋

具体含义

迪博公司发布的2013
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数

只具备财务审计职能
的取值为1，具备财务
审计和管理审计职能
的取值为2，具备财务
审计、管理审计、风险
审计和咨询职能的取
值为3
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
对数

同时发行B股或H股
的公司取1，否则为0
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净资产平均值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取
1，否则为0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
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
比值

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

独立董事人数

变 量

内控有效性

内审职能

公司规模

发行外资股

盈利状况

股权性质

股权集中度

董事会会议频率

董事会独立性

最小值

268.5
1.00

18.39
0.00

-1.27
0.00
1.00
1.00
2.00

最大值

962.02
3.00

26.23
1.00
2.53
1.00

369.15
27.00
17.00

平均值

668.66
2.25

22.35
0.09
0.07
0.36

22.62
9.43
4.63

标准差

77.05
0.72
1.23
0.29
0.18
0.48

42.02
3.79
2.20

表 1 变量指标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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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的方差检验和多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可

知，内部审计职能拓展分组之间的内部控制指标值

呈现 1%的显著性差异。而且组号越大（即内部审计

职能拓展程度越高），平均秩次值（即内部控制指标

数值）就越大，这说明内部审计职能拓展程度与公司

内部控制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三）回归结果

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原始模型中，自变量内

审职能与内控有效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

明内部审计职能的拓展确实能够有效提高公司的内

部控制水平，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公司规模、

盈利状况指标与内控有效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实力越强，越关注自身的

内部控制水平。

在采用Backward方法进行参数过滤后的最后

一个模型中，自变量内审职能与内控有效性之间的

显著性仍然为1%，公司规模和盈利状况指标的显著

性不变。另外，控制变量中的董事会独立性指标与内

部控制指标在 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预期不

符，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采用替代指标来

考察该指标的检验结果。

两个模型的调整后R2分别为 0.144和 0.151，F
值分别为9.940和19.905，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一般，但这并不影响模型回归结果的合理性；D-W
统计量均接近于 2，且所有变量的MAX（VIF）值也

小于 4，说明模型均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与自相关

问题。

（四）稳健性检验

1. 自变量设置为哑变量。为了得出更为稳健的

研究结果，将自变量内部审计职能设置为哑变量，具

备内部控制评价和咨询职能取1，否则为0。同时，剔

除在相关系数检验中与因变量不显著相关的控制变

量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回归结果与表4相比，自

变量的系数值加大，显著性水平仍为 1%，公司规模

和盈利状况指标的显著性水平不变，说明原模型具

有较强的稳健性。

变量

内控
有效性

内审职能

公司规模

发行外
资股

盈利状况

股权性质

股权
集中度

董事会
会议频率

董事会
独立性

内控有效性

1.000

0.168∗∗∗
（0.000）

0.290∗∗∗
（0.000）

0.067∗
（0.170）

0.224∗∗∗
（0.000）

-0.052
（0.287）

0.006
（0.907）

0.046∗∗
（0.344）

0.047
（0.335）

内审职能

1.000

0.140∗∗∗
（0.004）

0.106∗∗
（0.029）

0.074
（0.128）

-0.144∗∗∗
（0.003）

0.086
（0.077）

0.048
（0.322）

0.134∗∗∗
（0.006）

公司规模

1.000

0.014
（0.778）

0.049
（0.310）

-0.231∗∗∗
（0.000）

0.021
（0.663）

0.129∗∗∗
（0.007）

0.244∗∗∗
（0.000）

发行外资股

1.000

-0.008
（0.875）

-0.137∗∗∗
（0.005）

-0.069
（0.155）

-0.024
（0.620）

0.031
（0.529）

盈利状况

1.000

0.120∗∗
（0.013）

0.002
（0.960）

-0.067
（0.165）

0.059
（0.224）

股权性质

1.000

-0.076
（0.117）

0.014
（0.769）

-0.006
（0.902）

股权集中度

1.000

0.025
（0.611）

-0.062
（0.202）

董事会会议频率

1.000

0.057
（0.242）

董事会独立性

1.000

表 3 变量相关系数分析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下同；当变量为哑变量或离散变量时，采用的是Spearman相关系

数，两个连续变量比较采用的是Pearson相关系数。

按内部审计职能分组

1

2

3

总计

Chi-Square

相伴概率

13.467∗∗

0.001

样本量

72

178

177

427

F值

相伴概率

平均秩次

170.37

212.23

233.53

9.061∗∗∗

0.000

表 4 分组的内部控制指标Kruskal Wallis H检验
和方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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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换控制变量的替代指标。分别用公司股本

的自然对数替代公司规模指标、总资产报酬率替代

盈利状况指标、独立董事人数比例替代董事会独立

性指标，重新进行模型回归，回归结果与表4基本一

致，内审职能、公司规模和盈利状况指标依然显著，

而董事会独立性指标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内部审计职能拓展对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职能拓展能够显

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这说明，随着内部审计开

展业务的内容由财务审计向风险审计、内部控制评

价和咨询拓展，内部审计在企业中的活动范围不断

扩充，内部审计自身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其在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断凸显。因此，本

文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内部审计职能拓

展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增

强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

企业经营中面临的风险无处不在。要有效防范

和规避风险，企业必须建立自身的防疫系统。本文研

究的政策性启示在于，企业建立和健全内部审计机

制，不仅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善

内部审计机制，推动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发展，

让内部审计的增值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和释放。同

时，真正发挥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

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

促进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强投

资者保护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

建设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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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项 目

Constant
内审职能

公司规模

发行外资股

盈利状况

股权性质

股权集中度

董事会会议频率

董事会独立性

样本数

F值

调整后R2

D-W值

MAX（VIF）

预期
符号

？

＋

＋

＋

＋

－

－

＋

＋

全部变量进入模型

B
242.149
16.534
17.790
5.485
84.797
4.566
-0.013
0.002
-3.485

427
9.940∗∗∗
0.144
2.003
1.156

T值

3.657∗∗∗
3.357∗∗∗
5.893∗∗∗
0.449

4.256∗∗∗
0.592
-0.155
0.003

-2.168∗∗

Sig.
0.000
0.001
0.000
0.654
0.000
0.554
0.877
0.998
0.031

采用Backward的最后模型

B
253.688
16.290
17.360

87.233

-3.412
427

19.905∗∗∗
0.151
2.013
1.059

T值

4.037∗∗
3.376∗∗∗
6.034∗∗∗

4.483∗∗∗

-2.140∗∗

Sig.
0.000
0.001
0.000

0.000

0.033

注：MAX（VIF）表示各回归方程中所有自变量的VIF值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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