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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制是明确高校领导干部职责，
落实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结合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反腐建设、
审计建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前提。从目前高校现状来看，
有
设有利于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制，维护高校经济秩序，保障高校各项教育事业的科学、
为高校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效有序开展，
关键词院高校曰领导干部曰任期经济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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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现状
渊一冤领导干部任期责任不明确
高校经济责任的明确是为了明确责任尧权利和义
务袁使之相互统一尧相互牵制遥 然而从当前现状来看袁
关于高校经济责任方面的腐败新闻报道频频发生尧因
为权责不明确尧 缺乏责任意识的案件也常见诸报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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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责任约谈承诺书曳遥 远猿 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承
诺袁如所在单位或本人发生违纪违法问题袁愿承担相
应责任遥 圆园员猿 年被确定为野教育经费管理年冶后袁教育

部组织 苑缘 所部直属高校开展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
纠袁自查发现 员 猿苑苑 个项目存在违规问题袁涉及资金
猿 远怨猿援怨 万元遥 部分高校内部控制机制的不健全加之

内部控制落实的不到位袁 致使某些领导干部在实行

同时从高校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袁目前高校领导干部

自己权利和职责的时候缺失正确的责任意识和风险

对本身的工作职责尧内容尧范畴缺乏正确认知遥 甚至存

意识袁滥用职权袁以公谋私袁以致工作开展缺乏内部

在职责交叉尧职责空白现象遥 领导干部对岗位职责所

控制准绳的约束和引导袁 经济活动的开展缺乏科学

需涉及的经济内容并不了解袁甚至陌生袁在工作过程

性袁教育事业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和失误袁给

中不可避免地对自身的经济责任不明确袁工作范畴模

个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和损失遥

糊袁工作指标不理解等袁可见高校经济责任的明确仍

渊三冤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不健全

是目前最为薄弱和亟需加强的环节之一遥明确学校各

在高校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袁 对领导干部的经

级经济责任显得尤为必要尧十分紧迫 遥
咱员暂

济责任事项的审计主要从账务资料的检查来完成遥

渊二冤内控机制失效袁腐败犯罪频发

其仅仅是领导干部经济活动发生反映的一个方面袁

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 圆苑 日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发言人

账面无法反映的领域和层次以及表现形式更为 丰

证实袁该校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已接受有关纪检

富遥同时随着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袁领导干部领

部门调查遥 分析人士称袁蔡荣生或涉及招生腐败袁被查

导和参与的高校经济活动也向着更宽更广的领域推

与巡视组进驻不无关系遥 圆园员源 年 远 月袁教育部党组制

进遥非账务形式的经济活动也层出不穷遥这导致传统

定印发了叶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

审计工作的开展缺乏全面的审计内容和对象袁 因此

见曳遥 远 月 缘 日至 猿园 日袁教育部党组就落实党风廉政

审计内容的局限性导致了审计评价的难度增加袁这

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其班子成员袁签订叶落实党风廉

增加了审计风险 咱圆暂遥 高校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教育事

建设主体责任分 愿 批约谈 圆苑 个机关司局和 猿远 个直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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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袁 而教育事业的经济活动更多的是面向学生尧教

等各项制度以及各种组织机构中去袁 形成一个完整

师尧社会等袁因而具有很多非货币化的特点袁比如决

的高校内部控制体系遥 做到有章可循袁违章必究袁违

策的时效性尧社会效益性尧及时性袁甚至对学生身心

规必罚袁使高校领导干部的工作开展有制度可依尧有

教育的影响等教育事业经济活动都具有延续性等遥

章程可寻袁切实做到经济责任的明确和执行咱圆暂遥

这些经济活动均存在无法量化的指标袁这在单一的

渊三冤加强审计监督袁重视审计结果的运用

财务报表尧数据中无法全面体现和量化考核遥 然而

高校教育事业存在经济活动科学性尧时效性尧社

这些经济活动也必须在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

会性等无法货币化尧量化的特性遥高校领导干部任期

制的考核中袁指标的无法量化和取得袁对于审计工作

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开展必须在原有审计财务经济

的全面开展造成影响袁进而影响高校教育事业审计

活动的存档资料和任期档案的基础上创新方法和评

工作的全面性和科学性遥

价指标袁 革新技术重建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审计

二尧落实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对策

考核体系袁 从审计内容材料的摸底到审计结果的评
价袁建立完备的考核体系遥从审计工作的全面性和科

渊一冤落实任期经济责任

学性着手袁保证审计结果的严肃性和可执行性遥注重

高校建立健全各级经济责任制袁应在建立详尽

设计结果的运用袁 将审计工作后续延伸至离任审计

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袁有制度可依尧有法规可依曰具

和后任引导袁 将审计结果转化到领导干部的绩效考

有操作性和后期评价考核的经济责任制度是首要条

核中袁 作为干部任用的政绩依据之一袁 做到意识强

件遥经济责任制度的建立要延伸到领导干部的任前尧

化尧舆论指导和奖惩并用 咱缘暂遥 借助社会力量加强舆论

任中和离任遥 从岗位到分工尧从部门到人员遥 高校经

监督能够一方面降低审计成本尧 提高审计资料的真

济责任制度的建立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制度尧明确

实性和实际应用效果曰 另一方面必将提高审计的公

原则尧落实到人 咱猿暂遥 尤其针对二级单位尧附属单位尧基

允性尧透明度尧可信度袁有利于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

的重复规定尧空白领域袁让领导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无

本文以高校经济案件频发的现状出发袁 从加强

制度可依袁甚至让不法分子有空可钻遥 制度的建立

经济责任制的落实袁结合高校内部控制建设尧经济责

能够从源头上保障经济责任的执行有依有据袁有利

任审计等方面探讨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制落

于领导干部顺利开展经济活动尧有利于经济责任的

实遥 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制的落实在制度方

明确和落实遥 在日常预算收支尧经济政策和财经制

面需要严谨可行的体系袁 保障领导干部经济活动有

度制定与调整尧 财务管理体制确立与改变尧 财务主

法可依尧有制可循遥 在冶人冶的方面袁一方面需要强化

管人员任用和变动尧 国有资产完整与保值增值尧重

忧患意识尧警钟长鸣袁保持清醒的头脑袁廉政建设长

大支出项目安排和对外投资等方面确定经济责任制

抓不懈曰 另一方面明确经济责任尧 时刻树立风险意

度是保障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的必要前提袁从而

识袁 将科学的工作方法落实在高校经济活动的实际

为高校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遥

工作中遥总之袁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需要领导

层机构等部门的经济责任制度的制定更要避免责任

和有效运用遥

渊二冤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干部自身自律袁执行制度袁也需要财务尧审计等相关

内部控制机制是通过控制环境尧风险评估尧内部

部门监督管理袁校园多种平台的宣传和警示遥

控制活动尧信息与沟通尧监督五要素组成对保障单位
的经济资源安全袁 形成一系列的方法措施和程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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