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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环境工程项目“小金库”审计问题研究
——以 S 环保工程建设集团为例

◎文 /熊明良  范红依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审计监督迈向全面覆盖新时代。同时

着力整治腐败，腐败频发高发的工程建设领域是反腐的

重头戏，而公共环境工程项目因其有公共财政等属性，更

是全面加强了对其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的监督，对其存

在的“小金库”问题也予以重点审计和整治。然而由于环

境工程项目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小金库”行为的

隐蔽性、诡秘性，使得“小金库”现象屡禁不止。鉴于此，结

合S环保工程建设集团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论述环境工程

项目“小金库”的来源、去处、特点等基础上，着重讨论审

计在治理“小金库”中的方法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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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环境工程项目部“小金库”问题由来已久，过去因为

它数额较小、隐蔽性强、不容易发现，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倍加重视。财政

用于环境保护治理的资金逐年增加，立项实施的环境工程

项目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项目部自由裁量权增强，有的

项目负责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打着“方便工作、特

殊需要”的旗号，逃避财务监管，搞账外账、设“小金库”，

数额小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尽管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整治腐败，把工程

建设领域作为反腐重头戏，全面加强了对重大环境工程项

目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的监督，对其存在的“小金库”问题

也予以重点审计和整治。然而由于环境工程项目本身的复

杂性、特殊性以及“小金库”行为的隐蔽性、诡秘性，使得

“小金库”现象屡禁不绝［1］。近年来，S环保工程建设集团充

分发挥审计重要治理手段和独立的经济监督评价工具作

用，坚持标本兼治的方针，加大了对环境工程项目“小金

库”的审计和打击力度，先后清理了一批项目“小金库”，严

厉查处一批当事人；同时下大力气加强对工程项目部的监

管力度，有效地遏制了“小金库”现象的漫延。本文结合该

集团近年来审计和查处的“小金库”的案例，在充分论述公

共环境工程项目“小金库”的来源、去处、特点等基础上，

着重讨论内部审计在治理“小金库”中的方法和作用。

1  “小金库”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

通俗地讲，“小金库”指，凡是违反法律法规等相关

规定，侵占、截留企业或单位收入，应纳入而未纳入符合

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

产，均属于“小金库”。

1.1  理论渠道

针对环境工程项目特殊性，“小金库”资金来源主要

有如下几种方式。

1.1.1  隐匿收入设立“小金库”

（1）隐匿建造合同收入、变更索赔收入、商品销售收

入、劳务收入等营业性收入设立“小金库”；（2）隐匿处置、

出租或使用机械设备、车辆、房产、土地等资产所形成的

收入设立“小金库”；（3）隐匿各类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投

资收益设立“小金库”；（4）隐匿联合投标、联营合作、提取

资质管理费、分包管理费等收入设立“小金库”；（5）隐匿政

府或业主等补贴、奖励、返还各种费用的收入设立“小金

库”；（6）其他隐匿收入的“小金库”形式［2］。

1.1.2  虚列支出设立“小金库”

（1）虚列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间接费

等直接成本，虚列分包成本等设立“小金库”；（2）虚列研究

与开发费、业务招待费、会议费、差旅费、经营费等期间费

用设立“小金库”；（3）虚列职工工资、福利费用、社会保险

费用、工会经费、管理人员职务消费等人工成本设立“小

金库”；（4）其他虚列支出形式设立的“小金库”。

1.1.3  转移资产设立“小金库”

（1）转移原材料、周转材料、半产品、产成品等资金设

立“小金库”；（2）进行虚假的应收款项坏账核销、已经销账

的债权收回后不入账等方式设立“小金库”；（3）以虚假资

产盘亏、毁损、报废方式转移资产设立“小金库”；（4）以虚

假的往来、债权、债务以及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资产设立

“小金库”；（5）其他方式转移资产设立“小金库”，如上下级

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小金库”。

1.1.4  其他形式设立“小金库”

如以假合同、假发票、假验工计价单或结算单骗取资

金设立的“小金库”。

1.2  实际案例

通过集团内部审计，发现环境工程项目部“小金库”

的资金来源较多，但主要有以下四个渠道为主。

1.2.1  截留隐瞒收入

将机械设备出租、处理废旧物资、对外加工、对外修

理所得的现金截留不入账。如审计某环境工程项目部时，

发现其综合机械队，先后将处理废旧物资收入5640元、卖

机砂收入12310.6元、机械设备出租及对外修理收入21050
元、扣员工休假期间的流动津贴和各种罚款收入1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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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他收入8148.61元，共计61520.21元，既不上交又不

冲减成本，而是全部形成账外资金，设立了“小金库”［3］。

1.2.2  虚列民工工资

以虚列民工工资的方式非法套取资金，是一些心术不

正的项目管理人员设立“小金库”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制

作假的民工工资表比较容易，而且民工流动性强，上级核

实和查处难度较大。正是这样，一些项目管理人员置企业

规章制度和党纪国法于不顾，铤而走险。如某环境工程项

目部领导，指使该项目部二十一施工队里的财务人员和统

计人员，以多造民工劳务费的手段，先后从原管理的项目

部和现项目部财务套取现金13.2万元，设立“小金库”。

1.2.3  虚列分包单位计价款

前些年，由于企业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合同的

签订和对分包单位的计价方面漏洞较多，一些别有用心

的人钻管理漏洞的空子，巧立名目，弄虚作假，在给分包

单位计价的过程中，采取增加工程量或者提高单价等方

式，非法套取账外资金。有的甚至干脆虚构一个莫须有的

分包单位挂账，给其计价拨款，套取大额资金装入少数人

控制的“口袋”，可谓实行了“专款专用”。如某环境工程项

目部，虚设一个工程队和通过给土方队多计价的方式，先

后多次给上述两单位计价65.9万元，形成“小金库”［4］。

1.2.4  虚开物资材料发票

有些项目主要领导同物资采购人员相互勾结，采取

虚开发票、加大采购成本的办法非法骗取资金，当作给自

己产生“利润”的“责任田”，大肆侵吞公款，或随意挪用。

2  把握“小金库”特点，提升审计查处的有效性

2.1  “小金库”的主要特点

在审计中如果能够把握住“小金库”的案发特点，就

能有效地提高审计效率，提升打击和防治的效果。从审计

的情况看，私设“小金库”这类现象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1）“小金库”的普遍性。从审计结果看，“小金库”无论是施

工队还是项目部，可以说比较普遍存在，无非是金额大小

不同而已，甚至有人说“有点小金库是正常的，没有小金

库那才是不正常”，其普遍性由此可见一斑。（2）“小金库”

手段的隐蔽性。“小金库”是账外账，有的只有项目领导和

少数几个“骨干”知道，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诡秘性特点。

有的“小金库”虽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但在财务手续上却

留有后路，使上级审计时不易抓住把柄，待审计结束后，

这部分资金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小金库”［5］。（3）“小金库”

使用的挥霍性。由于“小金库”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不受监

督和制约，因此有些人便用它行贿，将项目部的钱转换成

笼络人心、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有的在外请客送礼、点

歌跳舞、游山玩水等费用，不能从正常财务渠道支出，就

在小金库中列支，甚至将赌博、嫖娼的开支也从小金库中

报销；有的将“小金库”装进少数人的腰包，中饱私囊，使

“小金库”成为损公肥私的“黑色土壤”。（4）“小金库”的膨

胀性。从这几年审计情况看，“小金库”的数额越来越大，

由原来的千元左右上升到万元甚至几十万，尽管十八大

后，有所收敛，但没有杜绝，甚至手段更诡秘了。“小金库”

无疑成了项目经济管理中的“漏斗”。

2.2  审计的主要方法

针对项目“小金库”这四个特点，审计过程中主要采

取以下几种办法。

2.2.1  突击盘存法

不定期地突击盘存现金，核实库存现金实存额与账

面数是否一致，对保险柜中的收支单据、发放清单认真查

对，特别对财务室的其他可以存放物品的地方如抽屉、柜

子等都不能放过，这些不易被觉察的地方，往往保存着记

录收支情况的记录本等重要物证。另外，特别留意出纳、

领导司机等特殊岗位人员和领导身边相关人员的银行卡

或手机微信、支付宝等，这些也是他们存放“小金库”认为

比较安全的地方。

2.2.2  收入核实法

全面掌握被审查单位各种收入的来源，看是否全部

计入财务收入。核对报表与收入总账、明细账是否相符，

审查出售余料、废料收入和某项经营收入是否被截留未

入账。如在审计某环境工程项目部时，审计组通过审查该

队有关财务账时发现，该队消耗各种钢材达48.5多吨，但

账面上没有任何库存材料，也没有任何残值收入，按道理

消耗这么多的钢材，不可能没有任何余料、废料。审计人

员感到这种现象不符合常理，随后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

经过审查物资台账，多次找有关责任人的教育和谈话，他

们最终承认了将废铁变卖后所得的8760元作为“小金库”

资金的事实，我们以此为突破口，彻底查缴了该项目部

“小金库”16.2万元。

2.2.3  支出追查法

通过审查各项开支，检查是否有虚报冒领款项被转做

“小金库”，特别注意审查白条抵库、白制票据的真实性。重

点检查与分包单位签订的合同、验工计价表、预算定额及中

标文书等资料，防止通过用多计价的方式套取账外资金现

象。在审查物资材料时，先看账面列支数额与实物的单价、

数额是否相符，再看是否存在有报销发票而无实物的虚列

支出，如蓄意加大采购成本或虚报临时工工资等。在审计某

环境工程项目部民工工资开支时发现，部分民工工资有重

复现象，甚至民工工资表上有的月份造表人数超过实际民

工数量好3、4倍，这些情况引起了审计人员的高度关注，经

过审计人员反复审查该队验工计价表、民工人数统计表及

民工工资等相关资料，最终查实该队利用造假民工工资表

的形式非法套取企业资金数十万元私设“小金库”的事实。

2.2.4  外围查证法

有重点地向经手人、知情人询问，与有关人员座谈，选

择与被查单位资金结算频繁、经济往来密切的单位进行调

查，寻找线索打开缺口。在某环境工程项目部进行审计时，

发现该项目在给一个包工头结算往来资金过程中，大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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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金，并且在核对有关往来款项时，发现有一笔20多万

元的现金结算。原来项目部给包工队计价后，用大额现金支

付给该包工队计价款，审计组认为这种给分包单位结算的

方式极不正常，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很有可能是通过给分包

单位多计价的方式套取账外资金。经过审计调查取证，最终

查清了这笔钱被项目部用来私设“小金库”的事实。

3  充分发挥审计治理功效，从严打击“小金库”现象

“小金库”坑害企业、坑害项目部，而且极易诱发经济犯

罪，最终也害了个人。审计查处环境工程项目部“小金库”，

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保全国有资产，又是保护领导干部。

对于违规违纪设立“小金库”问题的严重后果，绝大多数当

事人都一清二楚，但因为“小金库”有点像臭豆腐，闻起来

臭，吃起来香，一些项目负责人还是心存侥幸，风头一过，

又卷土重来。所以，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对严重涉案当

事人严肃查处，充分发挥审计治理功效。近年来，S环保工

程建设集团，通过审计先后查处项目“小金库”11个，清收

账外资金130多万元；移交纪检监察等部门处分严重违纪人

员6人，其中留党察看1人，党内严重警告2人，党内警告3
人，党纪、政纪双重处分3人；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组织

处理15人，对责任人经济罚款14.2万元，通过严肃的审计

查处，有效遏制了“小金库”现象的滋生漫延。另一方面，要

着力加大对环境工程项目部的监管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

防项目“小金库”问题的发生。（1）强化教育，构筑思想防线，

使其不想为。根据环境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工作、职位特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纪律教育，利用已查处的“小金库”

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使项目负责人明确自己就是会计行为

的责任主体，应当对本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

责，不能授意、指使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从而建立

合法有序的项目管理秩序。（2）完善制度，加强监管，使其不

能为。着重加强对项目经理和会计两类人员的管理，严格对

项目主管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完善会计委派制和岗位轮

换制，建立比较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把人用好、管好。（3）
加强审查，突出查账，使其不便为。审计部门应积极协调财

务、纪检监察等部门，不断加强对项目财务的巡察和检查，

将专项检查同经常性检查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比较管用

的审查机制。（4）加大惩处力度，使其不敢为。“小金库”过去

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就是清查不力、处罚太轻，使违纪违法

的成本较低。应坚持把内部管理不严、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

环境工程项目作为审计重点，对审计出有问题的项目，进

行严肃的责任追究，追究到具体人，不搞以补代罚、以罚代

刑；对知错不改的、屡查屡犯的，从严惩处；构成犯罪的，必

须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做到审计一案，教育一

片，真正起到正本清源、标本兼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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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成本控制探讨
◎文 /何  斌

摘  要：从现代工程建设施工企业成本控制的过程

出发，分析了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控制的重要性，从建

筑工程造价管理是基础工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工程项

目经济效益，影响到长期盈利能力的增强几方面具体阐

述。并提出建筑施工企业要及时转变落后的造价管理模

式，树立造价动态管理的意识，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体系，

重点做好施工材料管理等建议。同时也认为，对于施工

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要加强造价管理控制，也不要忽视

结算阶段的造价管理。旨在最大化降低建筑工程施工成

本，获得最优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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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建筑工程行业发展

速度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建筑施工企业在工程项

目施工过程中，为了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必须要重视做

好工程造价管理，并且根据当今的发展指导思想，注重开

展造价动态管理与控制，对于施工中的各个阶段都要进

行造价控制，实施全过程管理的模式，确保各项资源的合

理运用，在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的基础上，最大化降低成

本，从而推动建筑行业健康长久的发展进步。

1  建筑工程造价动态管理控制的重要性

造价控制是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求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在严

格遵守招投标合同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各种可能影响相

关施工活动的因素，并从材料、技术以及合同等多个角度

出发有针对性采取相关措施，为提升资金使用率、避免资

金浪费现象，最终为建筑施工企业创造最大化经济和社

会效益奠定基础［1］。通过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进行造价

动态化控制管理，工程前期投资成本极大地降低了，同时

后期经济效益显著提升，这对构建规范有序的建筑市场

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

的每个环节都与造价控制管理有着很大的关联，所以造

价控制管理的实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只有实施动

态化的造价控制管理，才能真正全方面地优化调整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