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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安然丑闻爆发以来，各国相继出台各种政策法规，规范企业的内部控
制，加强信息披露，防范企业风险，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2009 年 7
月 1 日，有中国“萨班斯法案”之称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在上市公司正
式施行，目的在于完善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提高企业的国

库

际竞争力。
财务风险管理一直是企业关注的主要问题，企业的其他风险因素最终也会以

要

财务风险的形式爆发出来。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莫测给企业日常的财务管理工作

摘

和筹资投资活动带来了不小的难题。而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管理之间天然就存在

文

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内部控制就是在企业识别、评估、分析风险的基础上，有效
预估、控制财务风险，用最经济的方法把财务风险可能导致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

论

低程度的管理办法。

士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一家物流企业 S 公司为案例
研究对象，对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进行研究，得出了如下研究成果：

硕

第一，控制环境是决定内部控制效率的关键性要素，只有内部控制的设计效

博

率、执行效率与控制环境都得到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才能达到预定目标，实现
提高管理经营效率和财务风险管理的效果。

学

第二，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制定风险管理制度。这样才能用

大

系统的方式识别出企业潜在的风险，及时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应对。
第三，企业需要建立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将财务风险管理办法融

门

入内部控制的体系中。财务风险管理中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与监督

厦

反馈完全可以与内部控制的五要素相互衔接，相互促进。
第四，良好的内部控制设计需要严格的执行，可以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

审计的监督稽查，保证控制活动的有效执行，关键风险控制点都在管控之下。

关键词：内部控制；财务风险管理；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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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ince the Enron scandal broke out, the government of countries has published
kinds of laws and policies to specify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enterprises,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tect enterprises from risks and ensure the truth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so-called Sarbanes act of China—The Basic
Norms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went into effect for the listed companies on July

库

1st,2009. The aim of the norm is to perfect the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improve

要

the abiliti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摘

The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is concerned by all enterprises, and all kinds of

文

risks will break out in the form of financial risk. The change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enterprises to do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financing

论

& investing activities.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re

士

inseparable. Internal control is based on risk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and then estimate and control financial risks effectively. It can reduce the unfavorable

硕

effects of financial risks to the minimum in the most economical methods.

博

This essay combines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study, and also uses a logistic
company named 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essay studies the internal control

学

framework based on financial risks and has ma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大

Firstly, control environment is the key point to determine the internal control
efficiency. Only by the improvement of design efficiency, enforcement efficiency of

门

internal control and control environment, the internal control can reach the results of

厦

controlling risks and improve the managing efficiency.
Secondly, enterprises should have risk assessment system and make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Then the enterprises can identify potential risks systematically
and use the proper methods to cope with.
Thirdly, enterprises should construct the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based on
financial risks and combine the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into internal control.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risk response and feedback i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can completely work with the five key points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help
each other forward.
II

Abstract

Fourthly, good internal control needs strict enforcement.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ternal audit can guarantee the control activities have good
enforcement and all the key risk control points under control.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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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07 年，由美国次级贷款抵押机构破产导致投资基金被迫关闭，引发了一场

库

美国次贷危机。这场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发酵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性金融危
机，最终导致若干世界著名金融公司业绩下滑、裁员，甚至破产倒闭，并影响到

要

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

摘

归根到底，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于企业对于经营风险的疏忽
和内部控制的不足。尽管美国吸取安然公司丑闻的教训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加强

文

企业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然而几年之后又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说明了一点，

论

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还不足以控制企业的各项风险。企业在经营中会面临各种风

士

险，如政策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等等，但这些风险最终会以财务风险的形
式表现出来，如企业资金流断裂、资不抵债，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因此，如

硕

何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如何利用内部控制的各项机制控制企业风险，特别

博

是进行财务风险管理，将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的重点工作之一。
于是，为了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

学

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根据国

大

家有关法律法规，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并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非上市

门

的大中型企业执行。2010 年 4 月 26 日，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

厦

套指引》。该配套指引包括 18 项《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
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连同此前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标志着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基本建成。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我国主板市场上市的公

司施行。执行企业内控规范体系的企业，必须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
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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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如今，有中国“萨班斯法案”之称的内控规范指引已经在上市公司中施行一
年了。上市公司也要按照内控规范的要求披露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
告和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审计。有效的内部控制有
助于企业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提前发现风险、防范风险，从而把风险造成的损失

要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企业价值。

库

降到最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外披露，也有利于公众了解企业内部管理情况，

摘

近几年，我国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比较多，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理论研究
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笼统的谈到了一些我国企业在当前

文

的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内控方面的不足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本文主要以案例

论

研究为主，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的第一年，选取一家公司作为案例研究
对象，从财务风险管理入手，研究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的应

士

用。

博

硕

1.3 研究问题

我国的内部控制理论发展比较晚，在实践方面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和管理的

学

需要。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我国企业除了要与国内企业竞争外，更要与

大

拥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外国企业同场竞技。内部控制不只是成百上千页的内部控制
手册和约束文件，更是设计合理、便于实施、强化风险管理的一整套体系。

门

财务风险管理一直是企业关注的主要问题，企业的其他风险因素最终也会以

厦

财务风险的形式爆发出来。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莫测给企业日常的财务管理工作

和筹资投资活动也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因此，企业希望能通过优化自身的内部控
制体系，实现财务风险管理，提高经营效率。本文就是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的框架下，研究如何满足企业完善财务风险管理的需求，提高内部控制
效率，达到内部控制体系与财务风险管理的融合。

1.4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一家物流公司作为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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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研究对象。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通过回顾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以及
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效率的研究成果，为构建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提供理论框架；
其次结合财务理论，阐明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管理的关系，在《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的框架下融合财务风险管理，构建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最后
通过一个实际案例，结合《基本规范》分析企业的内部控制和财务风险管理现状，

库

针对企业主要的财务风险，从日常管理、筹资、投资和资金回收四个方面，对管
理流程进行优化设计，改善风险管理现状，从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两方面来提

要

高内部控制效率。

文

摘

1.5 研究贡献

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和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

论

个方面：①由于企业的内部控制不完善，导致财务信息不准确、不及时、不完整，

士

增加了财务报告的错报风险；②企业通过风险管理手段，建立风险防范框架，从
识别、评估、应对、监督四个步骤来防范控制企业风险。以往的学者主要从内部

硕

控制保证财务报告信息可靠性和风险管理方法控制企业风险这两个角度分别进

博

行研究。

内部控制的基础在于风险管理，本文的贡献在于把内部控制基本框架与财务

学

风险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尝试基于案例企业的现状，构建基于财务风险的内部

大

控制框架。具体说来，本文的贡献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研究内部控制，但更关注内部控制效率的提高。现代企业都已经建立

门

了比较规范的内部控制体系，如何在完善内控体系的基础上提高内控效率则是企

厦

业更为关心的问题。
第二，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框架下研究财务风险管理。财务风险

管理不仅仅是事前、事中、事后控制，更应该从内部控制五要素出发，建立基于
财务风险的内部控制框架。从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建立完善的财务风险评
估体系、完善各财务风险的控制活动、提升管理信息系统的跟踪反馈作用、加强
对风险管理效果的监督这五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第三，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通过对案例企业的
具体分析，将内部控制基本框架与财务风险管理相融合，从日常现金流管理、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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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投资管理和资金回收这四个主要的财务管理流程入手，重新优化设计流
程，把握关键风险控制点，同时改善内部控制的配套措施，提高内部控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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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2.1 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历程

要

2.1.1 国外内部控制理论发展

摘

自 1949 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审计委员会提出内部控制这一概念以来，内部控

文

制的理论研究主要经过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

论

合框架以及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这五个主要阶段。内部控制从以前的防止企业
内部出现舞弊现象到后来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越

士

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硕

（1）萌芽期——内部牵制阶段（上世纪 40 年代前）
上世纪 40 年代前，人们习惯用内部牵制这个概念。根据《柯氏会计辞典》

博

的解释，内部牵制是指：“以提供有效的组织和经营，并防止错误和其他非法业

学

务发生的业务流程设计。” 内部牵制的特点是在对具体业务进行分工时，不能由
一个部门或一个人完成一项业务的全过程，而必须有其他部门或人员参与，并且

大

与之衔接的部门能自动地对前面已完成工作的正确性进行检查。内部牵制的机能

门

包括实物牵制、机械牵制、体制牵制和账簿牵制四类。
内部牵制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设想：①二个或以上的人或部门无意识地犯同

厦

样错误的机会是很小的；②二个或以上的人或部门有意识地合伙舞弊的可能性大

大低于单独一个人或部门舞弊的可能性。在实践中该思想得到了证明，内部牵制
机制确实有效地减少了错误和舞弊行为，因此在现代内部控制理论中，内部牵制
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有关组织机构控制、职务分离控制的基础。

（2）发展期——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阶段（上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
1949 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
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报告中，对内部控制首次作了
权威性定义：“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内部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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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措施都用于保护企业的财产，检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提高经营效率，推动企业坚持执行既定的管理政策。” 1这一概念在当时是对内
部控制认识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内部控制从来没有受到如此重视。
1958 年 10 月，该委员会发布的《审计程序公告第 29 号》对内部控制定义重
新进行表述，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
“内部会计控制包括组织

库

规划的所有方法和程序，这些方法和程序与财产安全和财物记录可靠性有直接的
联系。这个控制包括授权与批准制度、从事财务记录和审核与从事经营或财产保

要

管职务分离的控制、财产的实物控制和内部审计。内部管理控制包括组织规划的

摘

所有方法和程序，这些方法和程序主要与经营效率和贯彻管理方针有关，通常只

业绩报告、员工培训计划和质量控制。”2

文

与财务记录有间接关系。这些控制一般包括统计分析、时动研究即工作节奏研究、

论

（3）过渡期——内部控制结构阶段（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
80 年代以后，西方审计界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从一般的概念逐渐深化到具体

士

的内容中。1988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布《审计准则公告第 55 号》

硕

(SAS 55)，从 1990 年 1 月起取代 1972 年发布的《审计准则公告第 1 号》。该公
告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代替“内部控制”
，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

博

为提供取得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3。该公告中提

学

出的内部控制内容更加具体实在，条理清晰，明确了内部控制结构中的内容：
①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程序及其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

大

重大因素；

门

②会计系统，指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确认、归集、分类、分析、登记和编报方法；

厦

③控制程序，指管理当局制定的政策和程序，以保证达到一定的目的。
内部控制结构将控制环境的概念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是因为人们逐渐认

识到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企业全体职工，主要是企业的
管理者所造就的，是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及保证。二
是不再区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而统一以要素表述内部控制，这是因为西方学

1

2

AICPA. Consider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Financial Statement Audit [M].Washington: World Bank, 1949:34-56
AICPA. Statements of Audit Procedures NO 29: Scope of the Independent Auditor，Review of Internal Control，

New York: AICPA,1958.
AICPA , Statements of Audit Procedures NO 55: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tructure in a Financial
statement Audit, New York:AICPA,1988.
5
3

第二章 内部控制发展历程和内部控制效率理论

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内部控制和管理控制的概念其实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构成
了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
（4）成熟期——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
1992 年，美国“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由美国会计学会、注册会
计师协会、国际内部审计人员协会、财务经理协会和管理会计学会等组织参与的

库

“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发布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即著名的 COSO
报告。COSO 报告中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一个企业的董事长、管理层和其他人

要

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下列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

摘

效率、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1。内部控制包括五大要素，分别是：
①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中控制要素的核心和基础。企业的诚信原则、管理哲学、

文

法人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都是构成控制环境的重要内容。

论

②风险评估，指管理层识别并采取相应行动来管理对经营、财务报告、符合性目
标有影响的内部或外部风险，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

士

③控制活动，指对所确认的风险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单位目标得以实现的政

硕

策和程序，主要包括业绩评价、信息处理、实物控制、职责分离。
④信息与沟通，是针对内部和外部事件或对活动有关的各种信息所进行的信息识

博

别、收集、处理、储存以及向决策层的传递。

学

⑤监督，为了保证内部控制的合理性、完整性、有效性所建立的监控制度，由适
当的人员，在适当及时的基础下，评估控制的设计和运作情况的过程。

大

COSO 报告中的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在结构上相互关联，以控制环境为基

门

础，风险评估为依据，控制活动为手段，信息沟通为载体，内部监督为保证。通

厦

过五个要素的相互配合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
（5）完善期——全面风险管理框架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
2004 年 COSO 委员会结合《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的相关要求，在 1992

年报告的基础上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ERM）2。企业风险管理
将内部控制融入风险管理，将五要素扩展为八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控制、
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
，更加丰富了

1
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R],1992
2
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draft)[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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