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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 

“三重一大”审计实务探讨
李中利[1]

[ 摘  要 ]在国有企业开展“三重一大”审计的目的是“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

策风险”。目前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在开展“三重一大”审计方面尚存在审计资源有待整合、审

计方法不够成熟等问题，必须规范地落实“三重一大”审计工作。总结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

重一大”审计实践有助于提高审计效果。通过整合审计组来解决目前“三重一大”审计资源待整合

问题，通过在审计过程中使用检查测试表的方式提高审计成效等，都是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开展

“三重一大”审计工作中摸索出来的卓有成效的审计方法。

[ 关键词 ]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审计；检查测试表

一、开展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

一大”审计的必要性

“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

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自其被提出以来，

特别是 201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意见》以来，规范地落实“三重一大”

在国有企业“规范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

决策风险”方面，对于因（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少、

主要领导权力集中导致（党委）领导班子决策不科

学风险较高的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来说，无疑具

有重大意义。

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作为油服项目最末级直

接管理机构，日常由于忙于生产，往往存在（党委）

领导班子规范执行“三重一大”意识不够高情况，

个别公司甚至为应付上级检查，做表面工作。因

此，有效监督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是否规范地落

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的内部审计工作，就显得

不可或缺。从另一方面讲，“三重一大”作为内部审

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将“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

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

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作为其根

本出发点，在企业“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

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开展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

一大”审计面临的问题

对于审计部门来说，目前开展“三重一大”审

计，还是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审计资源有待整合

从目前的文件规定来看，一方面“三重一大”

相关文件一般都出台于公司党委，“三重一大”专项

监督的主体往往更多地放在纪委及其领导的纪检监

察机构；另一方面“三重一大”里“重要人事任免”

等非常规审计的内容以及“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

主体为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领导班子；这些因素

使得“三重一大”专项审计如果仅由审计部门派出

审计组，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审计效果，整改力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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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到位。解决的有效办法就是由审计部门和“三重

一大”专项监督主体共同派出审计组。

（二）审计方法尚不成熟

对于如何审计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

大”情况，目前没有一个具体、系统的指导规范。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目前大多公司对“三重一大”

的检查，很多时候是通过查阅“三重一大”书面文

档的形式检查下级单位“三重一大”相关规定的落

实情况，这种方式容易因下级单位“三重一大”书

面文档本身有遗漏、未能全面反映其所有“三重一

大”业务，而导致检查结果不能完全反映下级单位

“三重一大”相关规定的实际落实情况。由于“三

重一大”都是关系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事项，故对

其完整性检查显得尤为重要，这时就不能仅从查阅

“三重一大”书面文档入手，还应通过访谈等方式来

了解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相关业务

情况，特别是通过系统抽样等专业审计方法，从内

部控制角度，从财务资金印证等方面，发现国际油

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的薄弱环节。

三、开展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

一大”审计的实践探索

2010 年、2011 年，中石油 x 企业下发了《党

政领导班子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

《关于加强“三重一大”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通知》

两个文件，从制度上规范“三重一大”集体决策，

并作为对各下属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

是否规范落实进行检查的重要依据。笔者有幸参与

开展了几个下属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的“三重一

大”审计，在实践中和同事一起，摸索了国际油服

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审计的一些具体做法。

下面对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审计时，

通过整合审计组来解决目前“三重一大” 审计资源

有待整合的问题，并通过使用检查测试表的方式来

探讨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的审计方

法，做一介绍，希望对其他单位开展“三重一大”

审计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整合审计组

为了解决审计部门派出审计组专项审计下属国

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面临的审计效果

可能不理想、整改力度可能不到位的问题，尝试由

公司“三重一大”专项监督主体领导（主要是纪委

书记及对其工作负责的纪委部门主任），与公司审计

部门审计专职人员组成审计组的方式，对下属国际

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情况进行审计。

在分工上，审计组按职务相应采取不同的审计

方法。“三重一大”专项监督主体领导主要采用访

谈的方式进行审计，通过对下属油服单位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和部分职工代表的轮流

个别座谈，进行个别谈话，了解被审计单位“三重

一大”事项决策事项范围、决策程序、组织实施等

“三重一大”的整体情况。轮流个别访谈较容易发现

诸如是否存在以传阅会签代替会议、决策中是否充

分发扬民主等从“三重一大”纸张记录里不易观察

到的领导班子作风问题。而审计组里的审计专职人

员则通过检查测试表，在审计对象样本量大时使用

系统抽查、样本量小时使用单项详查的审计方法，

通过实地综合检查有关资料的方式进行审计。本文

将重点介绍审计专职人员使用检查测试表进行“三

重一大”审计的方法。

（二）使用检查测试表进行审计

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检查测试

表详见表 1。

本文从下属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

大”审计时使用的检查测试表中截取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测试项，从“三重一大”的细则建立、重大决

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大额度资金运

作等方面，选取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经常涉及到

的 2 ～ 3 个典型业务，对其审计方法做典型介绍。

需要说明的是“关键测试点”及“测试对象和

方式”。每行测试的“关键测试点”通过“是否”的

方式设置一个或两个关控点，在测试方式方面，测

试表采用功能测试，通过审查相应测试对象，检查

这些关控点是否发挥作用。在测试对象的抽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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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一大”检查测试表

测试项 关键测试点 测试对象和方式

细则

建立

上会决策各类内容的额度标准是否明确 检查“三重一大”所有相关规章制度得出相应结论

各类内容上会决策前的研究论证程序是否涉及 检查“三重一大”所有相关规章制度得出相应结论

重大

决策

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修订是否经过领导班子

集体讨论

检查公司发展战略制定、修订的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会议纪要得出相应

结论

年度预算及投资计划是否经过党政领导班子集

体讨论
检查年度预算及投资计划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会议纪要得出相应结论

效益奖兑现方案是否经过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

论，是否落实到位

对照效益奖兑现方案和效益奖提取、发放会计凭证及其附件，检查效益奖

是否按兑现方案落实；检查效益奖兑现方案是否有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会议纪要

重大项

目安排

油服项目投标是否符合《项目投标管理规范》；

是否经过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对照项目投标管理规范，检查油服项目标书制作是否规范；检查投标标书

是否有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评审会议记录

大额采办是否符合《招标管理规定》；是否经过

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从年度“银行存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等采购相关财务明细账中简

单随机抽查金额达到“三重一大”额度的 59 笔采办业务，追查它们的招标

及“三重一大”纪录；如果是固定资产采办还应关注其是否涵盖在履行了

“三重一大”手续的投资计划范围内

重要人

事任免

推荐的干部人选是否经过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

论；干部提拔程序是否符合公司《干部管理办

法》

检查提干“三重一大”会议记录及其附件资料得出相应结论

完整性检查 ：是否存在干部提拔没有走“三重

一大”决策程序的情况

通过薪酬系统筛选出岗位工资上涨幅度较大的职工，追查其工资变动的原

因，如果是干部提拔的话，则应检查是否履行了“三重一大”手续

大额度

资金

运作

查看达到“三重一大”标准的大额资金使用，

是否都履行了“三重一大”手续

把“银行存款”明细账导入到 EXCEL 表，对其贷方各笔业务按金额进行排

序，从达到“三重一大”额度的行中简单随机抽查 59 笔业务，追查其“三

重一大”纪录

超出年度预算资金的调动和使用是否履行“三

重一大”手续

通过比较年度决算与预算，找出超预算支出科目的明细账，审查其超出年

度预算后再使用资金时，是否履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手续

测试表采用简单随机选样法选取样本，在设计样本

时，测试表全部采用预期总体误差率为 0%、可容

忍的误差率为 5%、可信赖程度为 95% 的属性抽

样，确定样本量为 59 个。这是较理想情况，如果

在最初调查了解内部控制后认为预期总体误差率大

于 0%，应根据“属性抽样样本量表”增加样本量；

部分测试对象如公司发展战略、年度投资计划等，

样本量若没有 59 个，则可以对测试对象进行全部

检查。当然最终样本量可能会根据测试结果有所调

整，即测试后发现的误差样本数量，在对照“属性

抽样样本结果评价表”后表明，其误差率上限控制

在可容忍的误差率范围内，则不用扩大样本，否则

将扩大样本进行测试，直到误差率上限控制在可容

忍的误差率范围内，甚至可能发现误差样本数量过

多，某一内控失效，将不再抽查，而改为进行逐一

详查。下面逐一详细说明各测试项具体测试方法：

1. 细则建立

（1）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主要需检查其“三

重一大”规章制度中，对上会决策各类内容的额度

标准是否明确。不明确的话将使制度可操作性受很

大影响。如重要人事任免，不同层面对“重要”界

定不同，局级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有可能界定到

处级干部，而处级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可能界定

到科级干部；再如采办，不可能诸如少量零星采购

等所有的采办都进行“三重一大”决策，这就需要

规定上会决策的采办金额标准。

（2）另一个重要方面需检查“三重一大”规章

制度中对各类内容上会决策前的研究论证程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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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显然，人事选定和采办选定的过程明显不同，

人事应遵循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采办应遵循招

标、分包及其它采办相关管理办法，有些决策如重

要规章制度的设立还需要做合法合规性检查。以

上两项事项的审计通过检查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

“三重一大”所有相关规章制度即可得出相应结论。

2. 重大决策。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日常涉及

到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修订，年

度预算及投资计划，以及效益奖兑现方案的出台等。

审计时主要通过检查相关会议记录来审查以上事项

的确定是否经过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对于效益

奖兑现，还应通过提取和发放效益奖的会计凭证及

其附件，来审查经过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三重

一大”集体决策的效益奖兑现方案是否落实到位。

3. 重大项目安排。对于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

来说，主要是油服项目投标以及运作项目带来的年

度固定资产采办以及大额物资和劳务采办。油服项

目投标直接关系到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的收入，

一般的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一年就几个项目投标，

审查时除了关注它们是否履行“三重一大”集体决

策外，还应该关注投标的科学性，即投标是否符合

公司《项目投标管理规范》。对于大额采办，其检查

的重点应放在采办的经济效益方面，即合理确定大

额采办是否都按公司《招标管理办法》进行了招标，

检查方法可以从年度“银行存款”“应付账款”“预

付账款”等采购相关财务明细账中，简单随机抽查

金额达到“三重一大”额度的 59 笔采办业务，追

查它们的招标及“三重一大”纪录；如果是固定资

产采办还应关注其是否涵盖在履行了“三重一大”

手续的投资计划范围内。

4. 重要人事任免。国际油服公司境外项目与其

他公司类似，一是要关注推荐的干部人选是否经过

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以及干部提拔程序是否符

合公司《干部管理办法》；二是对其完整性进行检

查，即有可能存在干部提拔并没有走“三重一大”

集体决策程序的情况。审计取证可以从职工薪酬变

动入手，采取顺查法审查，即通过薪酬系统筛选出

所审计年度岗位工资上涨幅度较大的职工，追查其

工资变动的原因，如果是干部提拔的话，则检查是

否履行了“三重一大”手续。

5. 大额度资金运作。审查时主要是查看达到

“三重一大”标准的大额资金使用，是否都履行了

“三重一大”手续。可以把所审计年度“银行存款”

明细账导入到 EXCEL 表，对其贷方各笔业务按金

额进行排序，从达到“三重一大”额度的行中简单

随机抽查 59 笔业务，追查其“三重一大”纪录。

另外，就是审查超出年度预算资金的调动和使用，

是否履行“三重一大”手续，可以通过比较年度决

算与预算，找出超预算支出科目的财务明细账，审

查其超出年度预算后再使用资金时，是否履行“三

重一大”集体决策手续。

当然，审计专职人员使用检查测试表进行“三

重一大”审计的过程中，通过查看相关集体决策会

议记录检查各项业务是否履行“三重一大”手续时，

也要关注“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的一些基本规则是

否落实到位并做恰当记录，如是否坚持了集体决策

和民主决策、会议主持人是否在最后发表结论性意

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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