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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 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中央对审计工作全面领导的体系初
具雏形。各地方审计委员会陆续成立，形成了各级党委加强对审计工作领导的新局势。本
文首先分析了审计委员会成立的意义以及审计全覆盖的实施背景，认为党加强对审计的领
导使审计全覆盖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领导也是审计全覆盖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后从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三个方面对党领导审计工作的方式进行理论分析。
最后基于党领导的体制优势从审计项目计划管理、审计资源整合、审计技术方法创新以及
审计整改落实四个方面对审计全覆盖的实施路径提出建议，以期为审计委员领导审计全覆
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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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开展审计全覆盖，监督国家重大政策贯彻落实和国家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是新时代审计
机关的使命和职责。2018 年 3 月，为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领导，组建了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
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随后，地方各级审计委员会纷纷成立，各级审计委员会这一创新性的
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表明了从党和政府层面对审计工作的重视，对审计 “ 查病、治病、防病 ”
的免疫功能有着充分信心和做出充分支持的态度。与此同时，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步开
展，截止 2019 年 4 月，31 个省级行政区审计委员会均挂牌成立。比如广东省委审计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市委审计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正式挂牌成立，除此之外，各市级、
区级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各省、市、区自上而下加强对对全省、市、区审计工作的领导。
这一举措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党全面加强对审计工作领导的决心。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的党
对审计全面领导的形成，也是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一步棋。这一领导机构不仅有利于整
合国内所有审计力量和资源，而且促进了我国审计潜能的充分挖掘和释放，这强调了审计机关的
工作性质和审计工作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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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领导下创新审计监督实施路径的理论分析
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通过统筹安排来层层推动，从而实现有步骤、
有重点、有深度、有成效的全面覆盖。有深度的全覆盖要求保证审计工作的质量，也就是说，审
计挖掘问题不能只在表面 “ 隔靴搔痒 ” 的程度，要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去反映国家制度的问题，
对于审计发现的问题不能只关注是否合法合规，还要对国家管理的制度运行的有效性作出评价，
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有重点的全覆盖要求审计机关把握住审计工作的重
点，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审计项目，进而优化审计资源的配置，达到 “ 一审多项 ”“ 一审多果 ”“ 一
果多用 ”。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中，根据国家发展形势和当下时事热点确定审计的政策重点，做
好国家重大政策的分析工作，合理确定审计项目，将有限的审计资源用在刀刃上。同时，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也是审计工作的重点任务，一方面评价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与公共资金、国有资
产以及国有资源的使用情况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公共资金、国有资产以及国有资源的使用也需
要领导干部进行权力管制，也就是说做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工作，有利于促进其他各
类审计监督的全覆盖。有步骤表明了审计全覆盖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般来说审计项目包括确定审计目标、制定审计计划、配置审计项目组、审计项目实施、审计结
果评价、督促审计整改等步骤。全覆盖的工作也需要依据这里步骤来实施，审计工作要注重统筹
安排，一方面上下级审计机关之间要进行统筹，以确保协调沟通，促进审计全覆盖按照步骤有条
不紊的实施；另一方面审计机关内部也要做到统筹安排，制定合理的审计计划，推动审计工作有
步骤的推进。有成效的全覆盖要求注重审计结果的运用，不让审计报告成为一纸空文。审计监督
职能的成效体现在解决问题上面而不仅仅是发现问题。目前，审计整改是审计成果运用的主要途
径，审计机关督促被审计单位落实审计整改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成果。除此之外，审计机关
也要推进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完善，促进审计结果的公开，将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更好地结合。
（一）党对审计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旨在支持、指导和督促人民政府依法履行行政权力。中国共产党依
托国家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实施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所以必须正确处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
能关系。中央审计委员会与国家审计署的关系也需要正确看待，这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中央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决策、议事和协调。而国家审计署的职能是对国家财政收支和法律
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上。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领导体现在制定国家的根本路线、方阵政策，并依法将其变成国家的意志。中央审计委
员会研究提出并组织实施在审计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方针政策就是当从政治上领导
全国审计工作的一种体现。党的思想领导指的是党通过组织活动，以及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思想，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思想领导体现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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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审计机关的人员、被审计机关人员、相关纪检监察部门以及人民群众能在党的思想武装下，
扎实履行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党的
组织领导主要包括党政干部的选拔、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社会工作的协调等方面，中央审计委员会
作为党管审计的机构，一是可以在审计机关人员选拔和任用上发挥作用，将有能力、有才干的审
计干部任用到审计工作的关键、核心位置，促进审计人才体系的建设和审计队伍素质的提升。二
是可以强化审计监督的权力，将党内监督和审计监督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我国审计工作体制上，
同级行政机关由同级审计机关负责审计，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提供了一种由上级党委领导审计工作
的前提，强化了审计机关行驶职能的权力。三是可以协调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各行政机关之间
的问题，为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可以协调社会各界力量，比如国家纪检监察机关、
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的力量，推动审计资源的整合。
（二）党领导对审计全覆盖实施的意义
审计委员会这一创新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表明了从党和政府层面对审计工作的重视，
对审计监督全覆盖目标的决心。加强党的领导推动了审计全覆盖的实施，首先从审计法律上来看，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础，审计工作必须依法审计，然而在宪法及审计法中赋予审计机关
的职能是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的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尽管在领导干部履职及资源环境
发展中财政资金的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这类审计项目在法律层面无明文规定。此时，
再考虑到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 “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审计委员会对
一切工作事项都有履行审计监督的权力。
在审计委员会的这一党的机构领导下，审计机关进行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资源环境审
计等项目中更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使得审计机关在工作时更有底气。其次从审计范围上来看，
审计全覆盖要求实现所有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以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全覆盖。
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制约，审计工作往往难以覆盖到所有行政机关，比如人大、公检法
等部门，审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会覆盖到这些机关。而审计委员会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
就凸显出来，党的组织优势在于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审计委员会的主任一般都有同级党委书
记担任，下级党委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审计工作就可以覆盖到这些盲点。在审计合作方面，审
计委员会作为一个议事和协调机构，在协调下级行政机关工作上面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一方面可
以加强上下级、同级审计机关的合作，整合审计资源，统筹审计计划，为审计全覆盖的实施做好
后勤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协调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合作，减少体制性的摩擦，降低审计
成本，形成国家监督的整体合力，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为审计全覆盖的推进提供动力。
三、党领导下的审计全覆盖实施路径创新
（一）党的领导与合理规划审计监督
审计计划是审计机关结合审计重点依据需求制定的工作计划。相关的审计部门及机构应当对
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局势予以实时的研究，进行审计项目工作计划的科学制订。在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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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形势下，应当将社会各界关注度最高的社保及医疗逐渐纳入审计项目计划当中，并实时地征
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有效的市场调查研究，采集审计项目工作所需要的基础性审计信息资料，
并与上级的审计部门、发改委、财政、人大、政府、党委等重要的职能部门予以密切的沟通交流，
将审计单位的底数予以摸清，切实地满足审计项目工作的综合调研需求，最终进行审计项目工作
计划的科学编制，促进审计的全覆盖高效实现。而审计委员会在审计计划制定的领导上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根据 2019 年审计署新发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
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年度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计划应由审计委员会审议确定审计计划安排。
而在以往承担这一角色的是组织部门，也就是说现在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已经
加强了党委的领导，审计计划的制定必须经由审计委员会的批准。审计计划制定中加强党委的领
导对于审计机关整合各部门意见以及把握国家工作重点有着积极作用。
（二）党的领导与推动审计资源优化整合
审计全覆盖要求所有应审对象接受审计，但是现有审计队伍的力量源是有限的。这就对了审
计人力与信息资源的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现有审计机关人员不足已是
公认的现状，审计全覆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人力资源缺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即使聘请社会审计
人员协助工作，审计队伍依旧是处于缺乏人员的状态，这不可否认已经制约了审计全覆盖的推进。
不仅如此，国家审计的工作囊括了金融、工业、农业、教育等多个行业和领域。这就要求审计人
员对各行各业的知识都有所涉猎。缺乏复合型审计人才已经成为审计全覆盖发展的短板，审计队
伍中亟待复合型人才这样新鲜血液的加入。众所周知，审计人员在日常工作的面对的审计对象各
种各样，且几乎包含了社会各阶层和各行业。这就要求审计人员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从审
计信息资源角度来看，审计信息资源一是是审计机关对于内部信息的整合，一方面指的是可以从
被审计单位提取到了数据，比如社保局的社保信息、民政局的婚姻登记信息等。另一方面审计经
验也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资源，包括审计工作中好的做法以及有借鉴意义的技巧等，这就要看各审
计机关之间信息的共享程度。二是对外部信息的利用与分析。以金融审计项目为例，金融这样一
种特殊的行业其市场信息对审计判断的干扰非常中央，审计人员在进行金融审计时也得把握住超
脱项目之外的外在影响因素。然而，就目前审计机关现有的做法来看，审计信息资源的利用与整
合缺乏相关制度要求。同时，审计信息的共享机制建设还需要努力。
在发展审计人力资源时，加强党的领导可以获得相关单位的配合以便为审计人员提供自我发
展的平台，一定意义上，为整合工作扫除了障碍。审计是一个极具专业性的工作，对审计人员的
个人要求很高，只有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人员才能胜任这份工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审计教育
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了可能，只有重视对审计人才的教育才能为审计全覆盖工作输送复合型审
计人才。此外，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审计机关可以在获得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条件，对审计
人员的工作热情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在信息资源整合方面，在党领导的情况下，可以高效解决
许多因组织机构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各审计机关之间以及与其他监督主体之间信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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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方便，各审计机关以及其他监督主体都拥有自己的信息资源，由于资源明确的归属情况，其
他机关在使用本机关的信息时都需要走流程，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可利用的信息，这样在审计
信息资源共享的道路中人为地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制约了审计质量的不断提高及审计资源的有效
利用。而由审计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利于各审计机关之间以及各监督主体之间协调配合，简化了
资源共享的流程和手续，为审计工作大开方便之门，为审计监督全覆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江苏省、
浙江省等省委审计委员会就明确要求了各审计机关级和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督查等其他各级各
部门要顾大局、明责任、讲协同，推动形成衔接顺畅、保障有力、配合有效的审计工作格局。
（三）党的领导与创新审计技术方法
目前政府审计的大环境下，审计任务的安排越来越紧凑，审计对象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落
后的审计技术与方法对于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开展已然不再适用。对于 “ 大数据 ” 以及 “ 云计算 ”
这样专业的名词，有些审计机关甚至还没有普及。部分落后地区还在使用抽样审计的方法，这样
的方法一来浪费审计的时间成本，而且扩大了审计风险。信息化程度的限制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及
基层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开展存在制约。如果审计人员获取审计资料的途径只能靠被审计单位报
送文件，造成审计工作效率低下，审计进度开展缓慢，严重阻碍了审计全覆盖的发展。目前审计
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实现审计方式的创新与计算机技术密切相关。目前审计技术方法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审计的发展，审计全覆盖
的实施也不例外。必须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手段，才能解决审计全覆盖任务重的难题。
“ 大数据 ” 和 “ 云计算 ” 一来可以节约审计时间，提升了审计工作效率，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快
速便捷提取审计数据并进行分析，审计人员可以将大量繁琐但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作依托计算机来
完成，使得审计监督的效率大大提升。二来可以规避人为出错导致的审计风险，使用云技术进行
数据分析，数据出错率几乎可以控制为零，可以有效规避审计风险。然而由于审计机关的日常工
作涉及单位众多，单靠审计机关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取得相关部门的高度配合和帮助。
加强党对审计信息化建设的领导，一方面可以将大数据审计的概念宣传出去，提高政府单位、社
会团体、公众对大数据审计的认知和兴趣，推动了大数据审计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发展。另
一方面，它反映了党对审计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促使各相关单位重视和配合审计信息化的建设。
“ 大数据 ” 和 “ 云计算 ” 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建设完善的审计数据库体系。审计监督的全覆盖伴随
着审计结果、审计计划、审计资源、审计整改等数据库的建立将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审计监
督全覆盖的发展需要积极构建审计云平台，以确保审计数据和资源的共享，并形成资源共享的长
效机制。但是这些数据库及平台的建立不仅需要单个审计机关的力量，还需要各审计机关及相关
单位的力量。在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各级党委牵头，各部门相互配合，能更高效的推动审计
数据库的构建，福建省委审计委员会已经提出了科技强审的要求，规划在 “ 数字福建 ” 的建设中
加入审计信息化的建设，这也促进了该省审计全覆盖的进程。此外，大数据审计人才的引入也与
党强有力的领导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实现审计全覆盖的路径上审计技术的信息化发展是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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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与此同时，计算机审计技术的发展也需要有强大的推动力。
（四）党的领导与保障审计整改严肃落实
我国政府审计职权具体包括行政处理权和经济制裁权，各级审计机关有权对被审计单位存在
的问题就整改提出审计意见，并且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按时整改的权利，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国家的
政策、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而推动国家治理。然而在政府审计机关实际履行审计
职权时，所作出的审计结论往往受制于许多因素，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也因此不能充分体现。
尤其在涉及到审计整改时，被审计单位由于一些实际因素而导致审计整改流于形式，审计监督的
效果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国家审计任务繁重且时间紧迫，所以对于被审计单位后期进行的整改
关注度不大，即使后期有所关注，很少有精力深入挖掘整改效果。审计整改如果仅仅只是审计报
告中成文的审计整改意见，而不由被审计单位去一一落实，那么审计监督的功效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审计整改对审计全覆盖的发展尤为重要，审计整改的力度也是国家审计权威性和独立性的最
佳体现。如果审计整改无法落实到位，那么审计监督也只是一纸空文。从审计全覆盖的长远发展
来看，审计机关不能忽视审计整改，审计整改是审计机关审计成果的实际效果发挥作用的途径。
审计机关只有通过监督被审计单位按时按质按照审计报告出具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被审计单位
才能不断完善现有的制度、政策，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效能。审计整改落实
不到位会增加审计机关检查整改情况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屡审屡犯情况的出现更是对审计资源的
浪费。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审计整改落实到位，通过加强党委领导的行政
手段，加强审计监督力度，使得各个被审计单位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加强党对审计整改的督促一
来可以严肃问责有关单位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及屡审屡犯的行为，尝试对被审计单位建立审计
整改落实的长期跟踪机制并由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评估。二来可以由党委领导对
涉及政策、制度层面的整改要求建立相关部门的联动，加快制度层面的完善与健全。在审计全覆
盖的发展进程中，人手不足及任务繁重的问题十分显著，倘若在各级党委的督促下将审计整改落
到实处，那么一定程度上是为审计全覆盖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四、结论
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地方各级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审计全覆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审计全覆盖工作迎来了全面推进的发展契机。党中央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为地方各级带来了
审计监督重要性的信号，在地方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审计全覆盖的实施得到了有力的权力支
持和制度保障。各级审计委员会在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提升审计工作效率和促进审计整改落实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审计机关减少了审计全覆盖推进制度上的问题，
协调了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有利于促进审计计划的统筹、审计资源的整合、审计技术的发展以
及审计整改的落实，为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保证，书写了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审计篇章。
（指导教师：戚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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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udit Full Coverag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en Mengyun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In 2018,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Audit Committe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system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overall leadership in audit work. The local audit committees were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forming a new situation in which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strengthened their leadership over audit work.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of the full
coverage of the audit. It believes that the party’s strengthening of the audit leadership mak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ll coverage of audit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udit coverage.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paper analyzes the way the party leadership audits work. Finally,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party leadership,
it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udit coverage from four aspects: audit project plan management, audit resource integration, audit technology method innovation and audit rectification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with full coverage of audit theory and practice. Development provides a reference.
Key words：Party leadership; Audit coverage; Audi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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