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大数据、云会计、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推进了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收支管理内部

控制审计对确保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资产

的安全性、经济信息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具有重要

作用。财政部于 2012年正式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以下简称

《内控规范》），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对单

位内部控制实施有力的内部和外部监督。2016年，

为促使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相

应的监督机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财会［2016］11
号）。重庆海事局将全局经济活动及其内部控制流程

嵌入财务云平台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财务云平台”）

中，在实现内部控制信息化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系

统风险以及各项业务流程风险，传统的内部审计工

作已经不能满足信息系统审计的需要。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审计是学术界和实务界

关注的焦点之一。欧阳能（2014）分析了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机制失效的问题，提出应从完整性、合理

性、有效性、先进性和实用性五个方面开展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雷英等（2011）提出的内部控制审计风险

模型着重于严重弱点风险，有助于审计工作人员确

定内部控制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冯辉等

（2015）阐述了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内部控制监督对

审计质量的影响，提出要尽快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审计准则和应用指南，以应对审计执行过程

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李军训等（2013）从内部控制评

价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内部控制评价与内部控

制审计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构建了两者整合

的基本框架。

综观上述文献，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内部控制审

计的风险模型、审计准则和基本框架等方面来探讨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审计问题，而结合《内控规

范》，从数据视角出发，基于大数据、云会计等信息技

术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相关研究的文献还较少。实际

上，审计数据分析已成为大数据环境下行政事业单

位评价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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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设计了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体系，

构建了审计实施流程，最后引入支出业务控制审计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为行政事业单位收支管理内部控

制审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收支管理；云会计；财务云平台；重庆海事局；内部控制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2；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8）02-0129-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BGL194）；重庆海事局财务云平台建设与大数据决

策咨询项目（项目编号：2016Q156）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8．02．019

2018.02 财会月刊·129·□



合大数据、云会计等信息技术，设计基于财务云平台

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和数据项，通过采集、

鉴定和综合运用重庆海事局的海量收支业务数据，

能够实现对收支业务全流程、全方位的实时监督与

评价，保障经济业务的合法合规。鉴于此，本文在分

析重庆海事局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现状及收支业务数

据的基础上，设计了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体

系，并详细阐述了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

控制审计实施流程。

二、基于财务云平台的重庆海事局收支管理内

部控制现状

重庆海事局通过财务云平台实施收支管理内部

控制活动，实现对收支业务全流程的动态管控。重庆

海事局的收入业务主要包括非税收入和自筹收入，

支出业务主要包括职工医疗费、会议费、差旅费、一

般设备维修费等报销业务。

财务云平台中的收支管理包括收入管理和支出

管理两大模块，重庆海事局通过对收支业务流程、分

类核算、收支数据统计分析等进行综合管理来实现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其中，收入管理模块通过“缴款

录入——缴款汇总——会计审核——出纳收款”流

程进行管理；支出管理模块通过“报销申请——审批

审核——出纳付款”流程进行管理。支出管理模块中

的报销主要包含会议报销、培训报销、接待报销、车

辆报销、船舶报销、差旅报销、医疗报销以及一般报

销等，同时根据不同的报销事项分类核算。例如，医

疗报销侧重于简化医疗费计算过程，形成电子记录

后直接生成相关的医疗费报销登记台账。收费员和

单位财务人员录入收支数据，通过分步骤汇审管理

功能将收支数据进行归类整理，根据不同需求生成

各类单据、报表、台账和电子支付数据，并提供相应

的数据分析，很大程度地减少了台账登记、报表分析

工作中的重复性内容。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财

务云平台。财务云平台涉及的数据库表包括差旅费

报销主表、差旅费报销明细表、差旅费支付信息表、

会议费支付信息表、职工医疗费报销信息表、职工医

疗费支付信息表等。数据库表所涉及的数据项均来源

于财务云平台中的收入管理模块和支出管理模块。

例如，差旅费审计数据来源于财务云平台支出管理

模块中的差旅费报销主表、差旅费报销明细表以及

差旅费支付信息表中的“出差人”“填写报销总金额”

“实际报销总金额”“收款单位”“开户银行”“银行账

号”“会计期间”等字段；会议费审计数据来源于支出

管理模块中的会议费报销信息表和会议费支付信息

表中的“会议名称”“会议时间”“会议所在地区”“会

议人员”“开户银行”“银行账号”“付款金额”等字段。

三、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

指标构建

数据视角下，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来源

和采集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审计指标体系设计也

有所改变。在指标设计上，以《内控规范》为依据，全

面覆盖收支业务流程。在指标分析手段上，基于重庆

海事局海量收支业务，利用审计数据分析方法对审

计指标进行全面分析。在指标功能上，通过检查和核

对数据表中的数据，发现内部控制漏洞并分析原因。

从重庆海事局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现状来看，收

支管理内部控制风险主要与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合规性和合法性有关，包括收支管理岗位设

置、收支归口管理、票据管理制度建立、支出报销流

程等重要内容。结合《内控规范》对收支管理内部控

制的相关要求，设计了岗位设置全面性、不相容岗位

分离、收入归口管理执行性等九个收支管理内部控

制审计指标，用于评价内部控制流程的合法合规程

度，并分析收支业务存在的风险。基于财务云平台的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体系详见表1。
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

更有利于审计活动的开展，通过对原始审计数据

进行处理与分析，能够全面、及时地反映重庆海事

局收支管理内部控制水平，并合理评估信息化环境

下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的风险。例如，按照《内控

规范》对收入业务的控制要求，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

入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的指标分为归口管理

执行性、票据保管规范性、票据使用范围合理性等，

这些指标用于总结和评价重庆海事局的收入业务控

制情况。

四、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

实施流程

重庆海事局财务云平台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

数据主要来源于收入管理模块和支出管理模块。结

合审计工作要求及数据分析方案，按照收支管理内

部控制审计指标和数据项，通过手工采集和自动采

集的方式从财务云平台中采集相关的财务数据和业

务数据。同时，对数据进行转换、清理和验证，清除冗

余数据，并验证数据是否正确、数据内容是否匹配，

进而搭建分析环境，收集审计证据，实现收支管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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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指标名称

岗位设置
全面性

不相容岗
位分离

收入归口
管理执行
性

票据保管
规范性

票据使用
范围合理
性

报销审批
流程完整
性

支出范围
遵循性

支出核算
处理及时
性

债务控制
流程完整
性

数据项

财务云平台（员工数据表“操作员
编码”“职务”“职称”“权限”“岗位
层级”“部门”“密码”）

财务云平台（员工数据表“操作员
名称”“职务”“职称”“权限”“岗位
层级”“部门”“密码”）

财务云平台（缴款汇总单“凭证号”
“年会计期间”“费收员”“审核人”
“开票金额”“刷卡”“现金”“网银”
“转账”；员工数据表“操作员编码”
“职务”“职称”“权限”“岗位层级”
“部门”）

财务云平台（票据汇总表“票据编
码”“票据银行”“票据类型”“付款
账号”“支付指令”“日期”“用途”

“金额”“收款单位”）
费收管理系统（缴款票据清单“票
据编码”“票据银行”“票据类型”

“付款账号”“日期”“用途”“金额”
“收款单位”）

财务云平台（票据汇总表“票据编
码”“票据银行”“票据类型”“付款
账号”“支付指令”“日期”“用途”

“金额”“收款单位”）
费收管理系统（缴款票据清单“票
据编码”“票据银行”“票据类型”

“付款账号”“日期”“用途”“金额”
“收款单位”）

财务云平台（报销流程方案信息表
“类型 ID”“方案名称”“票据类型”
“金额范围”“适用对象”“适用人
员”）

财务云平台（报销内容表“编码”
“名称”；支出经济分类表“编码”
“名称”；支出类型表“编码”“名
称”；凭证录入“业务类型”“报销金
额”“报销内容”“报销部门”）

财务云平台（报销凭证录入“会计
期间”“报销时间”“报销内容”；差
旅船舶车辆等报销单的“报销时
间”）

财务云平台（借款单“处长审核”
“领导审核”“会计审核”“录入员”）

指标功能

该指标旨在抽查是否建立健全收
支内部管理制度，岗位设置是否全
面。重点考察员工数据表中的“职
务”是否有“审核岗位”“录入员”

“报销岗位”等岗位

该指标旨在抽查不相容岗位是否
分离。重点考察员工数据表中的

“权限”与制单、审核、记账的“操作
员名称”是否重复

该指标旨在考察是否有非财务处
的部门处理收入业务，重点对比缴
款汇总单中的“审核人”是否属于
财务部

该指标旨在考察是否设置票据管
理员，是否建立票据台账。重点关
注数据库中是否有票据录入单，对
比票据汇总表和缴款票据清单中
的“票据编码”“票据银行”“票据类
型”“付款账号”等字段，确保票据
信息完整

该指标旨在考察票据的使用范围
是否合法。重点关注票据汇总表和
缴款票据清单中的“用途”是否符
合票据使用范围

该指标旨在考察单位是否有完整
的报销审批、审核流程。重点考察
报销流程方案信息表中的“方案名
称”“金额范围”“适用对象”“适用
人员”是否对不同人员报销金额、
报销业务设置不同的报销业务方
案

该指标旨在对比支出的范围是否
符合标准，重点考察凭证录入、报
销内容表中的“报销内容”是否符
合开支标准

该指标旨在对比支出业务的发生
时间与支出核算时间的差值。即报
销凭证录入中的“报销时间”和报
销单中“报销时间”的时间间隔

该指标旨在考察债务内部管理制
度是否完整。重点关注借款单中是
否有“处长审核”“领导审核”“会计
审核”“录入员”并且不为同一人，
保证债务岗位权限分离

设计依据

《内控规范》第二十五条：单位应当
合理设置岗位，明确相关岗位的职
责权限，确保收款、会计核算等不
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内控规范》第二十六条：单位的各
项收入应当由财会部门归口管理
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设立账外账

《内控规范》第二十七条：按照规定
开具财政票据，做到收缴分离、票
款一致，并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
财政专户，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
挪用或者私分

《内控规范》第二十八条：单位应当
按照规定设置票据专管员，建立票
据台账，做好票据的保管和序时登
记工作

《内控规范》第二十八条：单位不得
违反规定转让、出借、代开、买卖财
政票据、发票等票据，不得擅自扩
大票据适用范围

《内控规范》第二十九条：单位应当
建立健全支出内部管理制度，确定
单位经济活动的各项支出标准，明
确支出报销流程，按照规定办理支
出事项

《内控规范》第三十条：由财会部门
根据支出凭证及时准确登记账簿；
与支出业务相关的合同等材料应
当提交财会部门作为账务处理的
依据

《内控规范》第三十一条：根据国家
规定可以举借债务的单位应当建
立健全债务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债
务管理岗位的职责权限，不得由一
人办理债务业务的全过程

表 1 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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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实施流程图

数据项

职务

审计指标数据源

……

……

……

报销时间
支出核算处理及时性

收入归口管理执行性

外部数据

财务云平台

确定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目标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采集

数据转换
数
据
预
处
理

数据清理

数据验证

建立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中间表

建立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
分析模型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分析
模型使用及生成审计数据分析报告

对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对应的“金额”“报销日
期”等字段的数据类型和名称进行转换

清理冗余数据

验证数据类型是否正确、数据内容是否匹配，如对比审
核人的部门是否为财务部

形成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中间表，关键字为序号

包含收支业务组织管理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收入业务
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
模型、债务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等四个审计数
据分析模型

反映重庆海事局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的情况

部控制审计目标。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

控制审计实施流程如图所示，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 确定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目标。在对重庆

海事局进行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时，应根据不同

的审计重点和单位实际情况来确定审计目标，从而

高效地从财务云平台中采集大量电子化的收支业务

数据，把握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的整体情况。根据《内

控规范》对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的组织管理、收入业务

控制、支出业务控制、债务业务控制等方面的要求设

定不同的审计目标。例如，从组织管理方面来看，审

计应侧重于考察是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职责权限，

确保收款、会计核算等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在审计

收入业务控制情况时，则重点关注各项收入是否由

财会部门归口管理并进行会计核算。

2.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采集。在确定审

计目标之后，审计人员需采集重庆海事局收支业务

数据，确定审计重点和难点，明确审计数据的分析方

案。重庆海事局的审计数据分析所需数据来源于财

务云平台中的收入管理模块和支出管理模块，按照

审计目标分解审计指标和数据项，实时采集所需的

业务数据。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包括财务云

平台输出的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以及人工形

成的各类Word文档、图片、报表等非结构化数据。

3.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预处理。收支管

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所需的数据采集完成后，

对采集的数据通过数据清理、数据集成、数据变换、

数据归约等多种数据预处理方法进行转换、清理和

验证。其中，数据转换是对采集到的数据项的字段和

名称进行转换；数据清理是将审计数据的格式标准

化，清除异常数据和错误数据；数据验证包括验证数

据类型是否正确、数据内容是否匹配以及数据内容

是否完整，同时统一存储数据。

4. 建立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中间表。审计中

间表是对数据进行筛选和整合后，按照不同审计目

标加工形成的。在建立审计中间表之前应备份收支

业务的源数据，包括财务收支计划、业务报销情况、

收支业务台账、财务报表等一系列电子化数据和重

要的财务云平台系统文档。在设计审计中间表时，根

据收支业务的性质划分业务类别，结合财务云平台

中收入管理模块和支出管理模块对应的差旅费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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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差旅费支付信息表、会议费支付信息表、职

工医疗费报销信息表等数据表结构细分业务类别，

分析判断数据表中数据项的含义、不同表的关联关

系和附加信息，用于设计主表、附表、代码表和补充表。

5. 建立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

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是将采集到的收支业务数据整合

并建立审计中间表后，依据《内控规范》及相关法规、

收支业务处理的逻辑关系、数据钩稽关系、关联关系

以及审计经验构建。构建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时要结

合审计目的和收支业务数据进行需求分析，根据《内

控规范》对收支管理内部控制的要求，将分析的问题

分类概括表达。根据重庆海事局的实际情况，建立了

收支业务组织管理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收入业务控

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

模型、债务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等四个审计

数据分析模型，见表2。

6. 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使用

及生成审计数据分析报告。在对收支管理内部控制

的合规性进行评估时，借助审计数据分析指标和审

计数据分析模型，提供审计数据分析报告，实现审计

数据实时化、分析高效化、结果可视化。使用收支业

务组织管理审计数据分析模型、收入业务控制审计

数据分析模型、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债

务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中的票据使用范围合

理性、支出核算处理及时性、票据保管规范性、岗位

设置全面性等一系列审计指标对财务数据、收支业

务数据总量进行全面分析，充分把握重庆海事局全

局以及各基层海事处的收支管理状况。通过趋势分

析、对比分析等手段协助审计人员做出正确的审计

决策。这种信息化的审计数据分析工作，能增强收支

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的有效性，提高内审效率，

降低内审成本。例如，在审计重庆海事局的票据管理

情况时，使用收入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中的

票据使用范围合理性、票据保管规范性审计指标，从

财务云平台中的票据录入单和员工数据表中提取

“票据编码”“票据银行”“票据类型”“日期”“用途”

“操作员编码”“职务”“职称”“权限”“岗位层级”等。

采用统计和核对的数据分析方法，分类统计财政票

据、发票等各类票据的申领、启用、核销、销毁程序的

合规性认定情况。通过将实际财务云平台的票据管

理流程与《内控规范》的票据管理要求进行对比分

析，了解票据管理的总体情况。

五、重庆海事局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案例分

析——以支出业务控制审计为例

重庆海事局支出主要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和专款支出，支出业务内部控制是从报销签批和报

销审批两个环节实现支出业务管控。支出业务控制

审计是对重庆海事局支出业务的真实性、合法合规

性进行审查，及时发现资金支出中的违规行为，以加

强支出风险管控。

1. 确定支出业务控制审计目标。在对重庆海事

局的收支业务进行审计时，根据《内控规范》的要求，

确定支出业务控制审计目标，即重点关注支出业务

范围是否合法、支出控制是否有效等情况。运用支出

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下的报销审批流程完整

性、支出范围遵循性、支出核算处理及时性等审计指

标进行数据分析，为评价重庆海事局收支业务流程

的总体情况提供审计线索，以加强风险管控。

2.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采集。重庆海事局的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所需的数据来源于财务云平台中

的支出模块，按照审计目标分解支出业务控制审计

指标和数据项，采集所需的业务数据。支出业务控制

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下的审计指标包括报销审批流程

完整性、支出范围遵循性、支出核算处理及时性等。

按照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审计指标对应的数据项，从

支出模块中采集审计所需的数据。例如，支出业务控

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下的支出范围遵循性指标对应

的数据项包括“业务类型”“报销金额”“报销内容”

“报销部门”等。查询数据的 SQL语句为：SELECT
业务类型、报销金额、报销内容、报销部门FROM报

销内容表。

3.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预处理。支出业务控

制审计所需的数据采集完成后，需要对采集的数据

序号

1

2

3

4

模型名称

收支业务组织管理审
计数据分析模型

收入业务控制审计数
据分析模型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
据分析模型

债务业务控制审计数
据分析模型

指标名称

岗位设置全面性

不相容岗位分离

收入归口管理执行性

票据保管规范性

票据使用范围合理性

报销审批流程完整性

支出范围遵循性

支出核算处理及时性

债务控制流程完整性

表 2 基于财务云平台的收支管理内部控制
审计数据分析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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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转换、清理和验证。例如，首先对支出业务控制

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中的支出范围遵循性指标对应的

报销内容表中“业务类型”“报销金额”“报销内容”

“报销部门”等字段的数据类型和名称进行转换。然

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清理，除去冗余数据。最后，验

证数据类型是否正确、数据内容是否匹配。例如，验证

报销金额是否为数字型，此时采用的 SQL语句为：

SELECT 报销金额 FROM报销内容表WHERE IS
NUMERIC（报销金额）<>1，从而筛选出正确的信息。

4. 建立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基础

性审计中间表。结合重庆海事局的支出业务性质和

数据结构，根据审计数据分析的需求，建立支出业务

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基础性审计中间表，见表3。
在支出业务控制审计中，基础性审计中间表包括序

号、年会计期间、日期、支出范围、报销内容、报销部

门、报销金额等数据。

5. 建立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结合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目的，根据重庆海事局的报销审

批流程完整性、支出范围遵循性、支出核算处理及时

性等指标数据，按照支出业务审计事项的性质或数

量关系，利用SQL查询、多维分析、数据挖掘等相关

技术构建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见表4。
6.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使用和结

果应用。在对重庆海事局的支出管理情况进行评估

时，使用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中的报销

审批流程完整性、支出范围遵循性、支出核算处理及

时性等指标进行分析。例如，在审计重庆海事局支出

核算处理及时性情况时，使用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

据分析模型下支出核算处理及时性指标，从财务云

平台支出模块各类报销业务的报销单以及报销凭证

中提取“会计期间”“报销时间”“报销内容”等字段，

通过对比报销业务发生的时间与凭证处理的时间，

了解重庆海事局的支出核算处理是否及时。此时采

用的SQL语句为：SELECT 报销时间FROM报销凭

证 WHERE 报 销 时 间 <>（SELECT 报 销 时 间

FROM报销单WHERE报销凭证.报销编码=报销

单.报销编码）。通过这种查询语句，了解经济业务处

理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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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名称

报销
审批
流程
完整
性

支出
范围
遵循
性

支出
核算
处理
及时
性

指标功能

该指标旨在考察单位是
否有完整的报销审批、
审核流程。重点考察报
销流程方案信息表中的

“方案名称”“金额范围”
“适用对象”“适用人员”
是否对不同人员、报销
金额、报销业务设置不
同的报销业务方案

该指标旨在对比支出的
范围是否符合标准，重
点考察凭证录入、报销
内容表中的“报销内容”
是否符合开支标准

该指标旨在对比支出业
务的发生时间与支出核
算时间的差值。即报销
凭证录入中的“报销时
间”和报销单中“报销时
间”的时间间隔

来源
系统

财务
云平
台

财务
云平
台

财务
云平
台

数据项

报销流程方案信
息 表“ 类 型 ID”

“方案名称”“票据
类型”“金额范围”

“适用对象”“适用
人员”

报销内容表“编
码”“名称”；支出
经济分类表“编
码”“名称”；支出
类型表“编码”“名
称”；凭证录入“业
务类型”“报销金
额”“报销内容”

“报销部门”

报销凭证录入“会
计期间”“报销时
间”“报销内容”；
差旅、船舶、车辆
等报销单的“报销
时间”

表 4 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分析模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列名

xh

nkjqj

date

zcfw

bxnr

bxbm

bxje

bz

中文名称

序号

年会计期间

日期

支出范围

报销内容

报销部门

报销金额

备注

字段类型

Integer

Char（10）

date

Char（5）

Char（20）

Char（20）

Decimal（8，2）

Varchar（100）

空否

Not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数据来源

财务云平台（“年
会计期间”）

财务云平台（“报
销时间”）

财务云平台（支出
类型表“名称”）

财务云平台（凭证
录入“报销内容”）

财务云平台（凭证
录入“报销部门”）

财务云平台（凭证
录入“报销金额”）

表 3 重庆海事局支出业务控制审计数据
分析模型基础性审计中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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