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理工大学审计处

案例背景

食堂饭菜质量和定价是高校饮

食管理永恒的主题。鉴于高校饮食

“微利运营”的公益性要求，饭菜应

根据核算成本合理定价，在不亏损

的情况下保证饭菜品质和低价格。

近期，A大学不少学生反映饭菜质量

差、定价高，而食堂管理部门却说饭

菜成本太高，一直在亏本经营。问题

究竟出在哪儿?面对这一矛盾，学

校决定对食堂2012、2013年度财务

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审计组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后制

订了审计实施方案，将审计目标确

定为：在审查评价A大学食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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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的基

础上，重点关注内部控制管理和成

本费用管理情况，指出内部控制和

成本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其完善

内部管理，有效控制成本。

审计过程与方法

A大学一直采用自办食堂的管

理方式，食堂负责统一采购主要食

材，供应5个校区9个餐厅的120多

个经营组。作为学校二级财务单位

的食堂财务部门负责近5万名师生

员工餐饮活动的财务核算，收支频

繁且金额大，面对审计现场堆积如

山的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如何在

短短一周内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成

为审计组面临的一大难题。经过讨

论，审计组决定采用有的放矢、直奔

主题的工作思路，以财务收支审计

为基础，结合内部控制审计的技术

方法，在把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突

出重点内容进行审计，带着问题进

行审计。

食堂财务收支审计的内容包括

收入、费用、利润、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主要是围绕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反映的财务信息，从报表

出发，对总账、明细账、会计凭证进

行逐层审查，然后根据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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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审计工作底稿，最后将问题归

类汇总形成审计报告初稿。通过财

务收支审计，对食堂经营成果和财

务状况进行全面审查，并对会计记

录、财务报表等资料的真实性和公

允性及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

进行客观评价。与此同时，以财务收

支审计为基础，结合内部控制审计

的技术方法，先对食堂内部控制情

况进行了解和初步评价，再根据餐

饮行业特点和管理环境构建理想的

控制模式作为评价标准，接下来确

定内部控制审计的重点，具体包括

内部控制工作组织情况、内部控制

机制建设情况、内部管理制度的完

善情况、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工作人

员管理情况、财务信息编报情况、成

本费用管理情况、收入管理情况、采

购管理情况、资产管理情况、专项资

金管理情况和合同管理情况等，然

后根据审计重点进行控制测试，将

测试结果与理想控制模式进行比较，

找出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再与财

务收支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相结合找

出相互之间的联系，最后从内部控

制和管理的角度分析问题发生的原

因，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审计思

路详见图1)

合理的分工和明确的工作任务

有助于审计项目的顺利进行。审计

组对3位成员5天的工作进行了细化

分工，并明确了需要密切合作的工

作内容。A成员侧重对内部制度建设

情况、招投标执行情况、合同执行情

况、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等进行

审查，同时对食堂内部控制进行测

试，找出食堂内部控制和管理中的

薄弱环节。B成员侧重审查财务报表

和明细账，重点关注成本核算和期

间费用核算的合法合规性，找出成

本费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二人相

互配合。c成员侧重盘点资产，关注

资产管理情况，同时负责审查会计

凭证，与B成员配合，对每年中秋节

和春节前一个月的支出凭证进行全

查，其他月份的会计凭证则重点抽

查20％。春节刚过，北方的天气依然

寒冷，审计组工作地点位于半地下

室，看账久坐后腿脚冻得发麻，审计

人员把能穿的衣服都裹在身上，互

相支持鼓励，通过审查账目、抽查会

计凭证、查阅合同及影像等相关资

料、对财务和管理人员进行询问、与

基层工作人员交谈、现场盘点资产、

查看食堂经营组管理流程等方式，

经过5天起早贪黑的奋战，基本掌握

了食堂的管理情况和财务情况。

审计结果及成效

(一)内部控制方面发现的问题

A大学食堂在编管理人员较少，

新老校区都需要兼顾，管理任务比

较重。审计组发现食堂管理中有许

多优点，但也发现很多漏洞和问题。

1．食堂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缺乏章程、岗位职责等基本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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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对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缺

乏明确的规定，关键程序、关键岗位

内部控制制度不够细致和明确，且

实际执行效果差。

2．食堂与各经营组之间无成文

的经营协议，责权利不明确。经营组

承包经营未实现公开竞争上岗，且

公共费用在各组间的分摊缺乏科学

标准，随意性较强。

3．非政府采购支出缺乏规范程

序与合理的内部控制，具体表现为

缺乏招标程序，内部控制程序有漏

洞。例如：采购电料等低值易耗品68

万元，入库单上采购人、验收人为同

一人签字，当天领用该材料，出库单

上无保管员签字。采购、验收、保管

岗位未实现不相容职务分离，极易

导致虚假材料采购、无实物报销的

现象。

4．修理费用等经常性费用支出

缺乏规范的控制程序。女112013年6月

某餐厅修理门锁、土豆皮机和清理

餐厅屋顶油腻等费用支出4．2万元，

修理清单上只有食堂经办人一人签

字，无餐厅经理或其他验收证明人

1．内部控制工作

2．内部控制机制

3．内部管理制度

4．内部控制关键

理情况

5．财务信息编报情况

6．成本费用管理情况

7．收入管理情况

8．采购管理情况

9．资产管理情况

10．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1 1．合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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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餐厅和厨房设备每年大修理

维护费用以及日常修理费用是食堂

的一项重要支出，在其总支出中占

很大比重，应注重规范管理，节约开

支，降低成本。

5．经营组餐费收入有截留不上

交食堂的现象。x区餐厅一组未实现

一卡通刷卡就餐，餐费以现金形式

由餐厅自己收取。食堂成本费用核

算报表显示，X区餐厅一组2012年和

2013年从食堂领取粮油等材料共计

49万元，只上交营业收入0．65万元，

大部分营业收入被截留，严重违反

学校和食堂财务管理制度。

6．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

程序不规范，账实严重不符，固定资

产盘点不及时，对盘盈、盘亏资产没

有及时查找原因进行处理，遗留问

题较多。尤其对2012年1 1月盘点中

发现的517件固定资产有账无物，

价值175万元，至审计结束时仍未

作处理。

7．食堂未按照学校规定的标准

向职工发放补贴和奖金，补贴和奖

金名目繁多且未统一会计科目核算。

(二)财务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1．利润表信息不真实。食堂

2012年和201 3年利润表中净利润分

别为全年营业收入的0．5％和0．3％，

看似微利运营，但审计人员发现其

利润不止这些，食堂在财务核算中

通过超额提取福利基金、超额预提

水电费、多记应付经营户账款等名

目隐匿利润160多万元。

2．存在多年未清理的沉淀应收

账款和个人借款。2013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13万元、其他应收款余额18

万元，账龄均为5年以上，几笔大额

个人借款已经挂账达10多年，形成

坏账的概率极大。

3．财务部门未经学校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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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一卡通就餐费用中无理由提

取管理费，2012年和2013年共计提

取9万元，此费用最终计人食堂期间

费用，间接加大了学生就餐成本。

4．私车公费报销，2012年车辆

费用支出中有9．5万元属于私车公费

报销，经核对固定资产清单，报销车

辆并非食堂公用车，违反学校关于

公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

5．违反规定处置资产，造成资

产直接流失。2012年红酒应收账款

2．8万元和其他应收款0．65万元直接

销账计入管理费用，以上两笔支出

属于餐费坏账还是其他费用，无相

关说明和任何原始凭证，违反“应收

账款”发生坏账的会计审批手续和

账务处理程序。

(三)会计核算方面发现的问题

从食堂审计的档案资料看，其

财务会计科目设置、业务核算逐步

完善，所提供会计信息也更详尽，但

账目记录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

会计科目之间核算范围分工不清、

随意改变核算范围的现象较为普遍。

1．2013年改变“管理费用”科

目核算口径，将各餐厅领用灶具、电

料、卫生用品、工具、劳保用品以及

各餐厅体检费等多种材料支出和费

用支出以二级科目列示记录在管理

费用中，混淆期间费用和成本费用

的核算范围，也使得各年度财务信

息缺乏可比性，违反“一贯性”会计

核算原则，并且未在会计报表申予

以披露。

2．业务核算未按照会计科目规

定的核算范围进行归纳记录。例如：

各种奖励支出、运动会支出、全国烹

饪大赛支出原材料、旅费等不应全

部计入管理费；应付岗位津贴、绩效

工资应在“应付工资”账户二级科目

核算；新增设备使用费应在“固定资

产折旧”核算等。

3．“预提费用”账户应该核算企

业已经受益、但尚未实际支付应该

由本月负担需要进行预提的各项费

用，如水电费、煤气费等，不应在此

科目直接支付卷闸门、更衣柜等固

定资产的购置。

4．所有者权益类账户中“历年

盈余”与“利润分配”账户核算内容

相同，不应设置“历年盈余”账户。

(四)原因分析和审计建议

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审计组

分析认为，食堂饭菜成本高的原因

包括：食堂缺乏管理目标和切实有

效的管理制度；个别餐厅营业收入

内部控制失效，导致收入截留；内部

控制不完善，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对

各经营组的成本核算把关不严；对

期间费用的支出缺乏有效控制；经

营利润过高；等等。

审计组提出以下审计建议：

1．建立明确的经营文化理念和

年度经济指标，对收入总额、成本总

额、盈亏比例等总额目标和经营状

况进行目标管理，有效控制成本，更

好实现高校饮食微利运营、服务师

生的目的。

2．加强经营活动的内部控制管

理，从内部控制工作组织、机制建

设、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关键岗位

工作人员管理、财务信息编报、成本

费用管理、收入管理、采购管理、资

产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合同管理等

方面人手，结合实际加强内部控制

建设，并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

降低经营风险，避免舞弊和腐败的

发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建立健全各餐厅和各经营组

管理制度和成本费用核算制度，制

定间接成本费用在各餐厅、各经营

组公平分摊的科学标准，为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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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经营组建立公平竞争的管理环

境和营业环境，促进食堂管理水平

的提高。

4．建立日常和临时性大额支出

多人共同决策签字制度，共担大额

支出决策责任，降低决策风险，避免

舞弊的发生。同时建立健全资产采

购管理制度，按照岗位职责分工牵

制原则，对不相容职务严格实行分

离。规范采购程序和验收、保管、领

用以及财务报销程序，明确各流程

相应的责任。

5．加强经营收入的管理，将餐

厅和各经营组就餐收入全部通过一

卡通纳入财务核算，杜绝收人截留

现象发生。

6．提高资产管理意识，加强各

类资产的账务和实物管理，建立严

格的资产处置审批程序和资产领用

保管责任制度，定期进行资产盘点，

保证资产的完整，防止资产流失。

7．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准则等

业务理论知识的教育培训和知识更

新，规范财务管理，提高报表编制和

会计核算水平，促进食堂资金使用

效益最大化。

3个月后，审计组对食堂整改情

况进行了后续审计，审计发现的问

题已得到多方面整改。首先，食堂修

订了内部管理制度，对重要岗位设

置进行了调整，对不相容职务进行

了分离，对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

行了业务培训。其次，在经营组中实

行竞标上岗，每周按照成本报价重

新对饭菜进行定价。再次，设立学生

社团专门对饭菜质量和价格进行监

督，随时听取学生的意见。

思考和启示

A大学食堂财务收支审计项目

从立项到后续审计结束，历时4个

月。学校对审计部门的工作给予肯

定，对食堂积极接受审计意见并整

改的效果也比较满意，学生对整改

后的饭菜质量和价格也比较认同。

总结整个审计过程，审计目标明确，

重点突出；审计思路针对性强、审

计方法多样；审计程序规范；审计

人员分工合理，积极负责，配合默

契；审计报告内容详尽、重点突出、

证据确凿、评价严谨。本次审计的

启示如下。

(一)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学校的

“免疫系统”和决策管理助手，更适

合开展综合审计

内部审计区别于国家审计的最

大特点就是内向服务性，其最终目

标是改善管理、促进组织增加价值。

随着内部审计涉及领域的不断拓展

和对审计效率的更高要求，怎样突

破审计资源的限制，产出高质量的

审计成果，成为当前内部审计发展

的重要课题。开展综合审计，即在一

次审计中综合运用多种审计技术方

法从内部控制、绩效管理、财务管理

等多角度进行审计评价，更有利于

节约审计资源，实现审计目标。

(二)各种审计类型必须相辅

相成、相互融合

财务收支审计、内部控制审计、

绩效审计等审计类型都不是孤立存

在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各种审计

类型是相互融合的，不仅涉及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绩效管理，成本管

理等理论知识，而且最终的审计目

标也是相同的。面对同一个审计对

象，审计人员会从不同的角度形成

审计评价，但最终都归结为提出有

价值的审计意见和建设性的审计建

议，促进改善管理，防范风险，实现

增加组织价值的目标，正所谓“涓涓

细流终归大海”。所以，对于内部审

计而言，审计思路不应局限于某种

审计类型，多角度思考更有利于实

现审计高效率、高质量的目标。

(三)内部审计应开展管理

审计，或者将管理审计的技术方法

融合到财务审计之中

本案例如果仅局限于财务收支

审计，只是从合法合规性方面进行

评价，就不能深入地对发现的问题

从内部控制的视角分析原因并提出

解决问题的建议。因为财务收支审

计更关注财务收支的真实性、支出

的合法性以及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会

计制度等，侧重于对财务活动的监

督和具体业务的错弊查找。因而，只

有结合内部控制审计的技术方法，

从内部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分析问题，

才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从根本上促进食堂管理的改善和成

本费用的有效控制，从而更好地履

行内部审计的职能。

(四)充分的审前准备是高效率，

高质量完成审计项目不可或缺的

步骤

审计人员开展任何类型的审计

业务，都需要在各方面充分准备。第

一，审计人员先行了解被审计单位

的基本情况、行业特点、管理模式、

内部环境等，有助于从风险管理和

内部控制的视角进行瞄准定位。第

二，搜集并熟悉相关行业标准、法规

制度、理想的内部控制程序等与审

计评价标准相关的资料，有助于快

速捕捉到问题线索并准确判断。第

三，事先充分准备审计工具资料使

得审计过程方便快捷，包括审计底

稿模板、调查问卷、抽样计划、记录

和计算工具等。特别是对于任务重

和时间紧的审计项目，审前准备的

重要性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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