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中医大字〔2017〕7号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 

内部控制实施意见（试行） 

 

各部门、各学院、各单位： 

为建立健全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水

平，规范内部权力运行，促进依法行政，防范廉政风险，根

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

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属

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苏教财

〔2017〕2 号）精神，现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指导

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全面执行《江苏省省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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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试行）》为抓手，以规范学校经济活动有序运行为主

线，以经济活动内部控制量化评价为导向，以信息化系统

建设为支撑，突出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经济活动运行流

程、制衡机制和风险防控措施，规范学校内部经济行为，

全面推进学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科学

高效的制衡和监督体系，促进学校内部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二、主要目标 

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金、资产安全和有效使用，财务

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提高

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 

三、基本原则 

（一）全面推进，科学规范。全面建立和有效实施内部

经济活动控制，控制措施应覆盖学校所有经济活动和经济活

动全过程，贯穿学校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

同时科学制定岗位职责、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将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嵌入经济活动的各个层级、各

个方面、 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 

（二）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在力求进行经济活动全面

控制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学校的预决算管理、资金管理、资

产管理、对外投资、采购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大型修缮项

目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下属法人单位管理、信息化建设等

重要经济活动及其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细化经济活动运行

流程，明确关键岗位、关键控制点和控制措施，提高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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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部控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共同治理，有效制衡。在岗位设置、职责分工、

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衡和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外部巡视、审计、检查与内部纪检、监察、审计等

部门的监督作用。 

四、 基本方法 

（一）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方法是指为了将经济活动风险

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根据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原理和风

险评估结果，分析经济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隐患，

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控措施和经济活动的业务工作流程。 

（二） 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控制。通过内设机构或岗

位分设的方法，实现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明确划分职责权

限，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三）授权审批控制。全面梳理各项经济活动的审批权

限，明确、合理设置校内机构或岗位办理经济活动事项的审

批权限、审批程序、审批依据和相应责任，编制经济活动权

力清单，规范审批流程。学校内设机构或岗位应当在授权范

围内行使职权并承担责任。 

（四）归口管理控制。按照权责对等、各司其职的原则，

采取成立联合工作组、确定牵头部门或牵头人员等方式，对

有关经济活动实行统一归口管理。 

（五）全面预算控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编制部

门预算并分解落实到学校内部各部门，预算要覆盖到学校内

部各层级单位，覆盖到各项经济活动及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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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校内各部门在预算管理中的职责权限，规范预算的编

制、审定、下达和执行程序，强化经济活动的预算约束。 

（六）会计系统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高校会计制

度，依法设置会计机构和配备会计从业人员，加强会计基础

工作，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薄和会计报告的处理程序，保

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 

(七)财产保护控制。建立健全资产日常管理和定期清查

机制，采取资产记录、实物保管、定期盘点、账实核对等措

施，确保资产安全完整。严格限制未经授权的人员接触和处

置财产。 

（八）单据控制。明确界定校内各项经济活动所涉及的

单据，并严格要求相关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填制、审核、归档、

保管单据。 

（九）信息公开控制。建立健全经济活动相关信息内部

公开制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信息

内部公开的内容、范围、方式和程序。 

（十）绩效考评控制。建立和实施经济活动绩效考评制

度，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对涉及经济活动的部门和岗位

进行定期考核评价。 

五、主要任务  

（一）按照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的要求，通过全面梳理预

决算、资金、资产、采购、工程项目、大型修缮项目、对外

投资、经济合同、所属法人单位等经济业务流程，明确业务

环节，分析风险隐患，完善风险评 估机制，制定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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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二）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要

求，建立重大事项议事决策机制，根据分事行权、分岗设权、

分级授权、定期轮岗的原则，构建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健全

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权力运行。 

1.分事行权。对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监督，必须明

确分工、相互分离、分别行权，防止职责混淆、权限交叉。 

     2.分岗设权。对涉及经济活动的相关岗位，必须依职定

岗、分岗定权、权责明确，防止岗位职责不清、设权界限混

乱。 

     3.分级授权。对校内各管理层级和工作岗位，必须依法

依规分别授权，明确授权范围、授权对象、授权期限、授权

与行权责任、一般授权与特殊授权界限，防止授权不当、越

权办事。 

     4.定期轮岗。对重点领域的关键岗位，通过明确轮岗范

围、轮岗条件、轮岗周期、交接流程、责任追溯等要求，建

立干部交流和定期轮岗制度。 

六、评价考核 

（一）建立健全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检查

和评价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管理

漏洞和薄弱环节，评估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的全面性、重要性、

制衡性、适应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经济活动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将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结果纳入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与干部考核体系，其评价结果应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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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考核挂钩，实行追责问责，促进内部经济活动控制规范

有效执行。 

（二）积极推进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信息公开，逐步建

立健全经济活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开制度，公开经

济活动内部控制相关信息，逐步建立规范有序、及时可靠

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信息公开机制，更好地发挥信息公开

对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的促进和监督作用。 

七、组织保障  

（一） 学校党委要充分发挥在学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

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法人校长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和

有效实施负责，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各自分管领

域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学校内部各部门负责人

对本部门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承担具体责任。 

（二） 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经济活动

内部控制建设领导组，下设工作小组和检查监督小组，负

责领导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工作。 

（三）领导组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制定学校经济活

动内部控制建设的基本思路、工作重点、建设计划等，组

织全校各部门开展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建立和健全学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推动经济

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常态化。 

（四）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小组由计财处牵头，负责

组织协调全校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工作。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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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是：组织梳理学校各类经济活动的业务流程，明确业务

环节，系统分析经济活动风险，确定风险点，选择风险应对

策略，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并督促相关人员认真

执行。 

（五）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小组由审计处牵头，

负责对学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及实施情况开展内部监

督检查，对学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的完善性、有效性等做

出客观评价，并按规定上报省教育厅。 

八、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按照本意见确定

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的目标、原则、方法和

任务，认真抓好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主持本部门、本

单位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明确工作分工，制定工作

方案，并对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

作承担领导责任。 

(二)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务必请各责任部门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按规定的时间节点，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有些

经济活动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希望相关部门之间要密切配

合，协调一致，共同完成此项工作。并将所需资料电子稿及

纸质文档于 5 月 15 日前报至计财处，联系人：章维；电话：

13851786041 

 

附件：1.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领导组 

2.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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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表 

          3.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实施

方案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年 5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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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领导组 

 

组长：陈涤平  胡  刚 

成员：王长青  张策华  黄桂成  程海波  程  革 

徐桂华  孙志广  曾  莉  谭仁祥 

下设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小组和检查监督小组 

一、 工作小组 

组长：曾  莉 

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林正兴  王良金  史丽云  施华平  张世勤 

吴建龙  史为业  王为群  张  旭  吴启南 

郑晓红  屠宏斐  唐传俭 

二、检查监督小组 

组长：张策华 

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林正兴  曹  凯  郝达富  刘  晓  王九龙 

史为业  王  兵  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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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任务分解表 

 

内部控制业务类型 经济业务内容 牵头部门 主要配合部门 

预决算业务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一） 

计划财务处 各部门、各学院 

资金管理业务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二） 

计划财务处 各部门、各学院 

无形资产与对外投

资资业务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三）中无

形资产与对外投资

部分 

资产经营公司 校办 

存货与固定资产业

务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三）中存

货与固定资产部分 

资产管理处 计划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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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业务类型 经济业务内容 牵头部门 主要配合部门 

债权业务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三）中债

权资产部分 

计划财务处 
科技产业处、 

后勤处 

采购业务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四） 

资产管理处 监察、审计处 

工程项目管理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五）中工

程项目部分 

基本建设处 资产管理处 

修缮项目管理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五）中修

缮项目部分 

后勤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 

经济合同管理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中配套指南（六） 

审计处 计划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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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业务类型 经济业务内容 牵头部门 主要配合部门 

经营性法人单位 

管理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七）中经

营性法人部分 

资产经营公司 
科技产业处 

 

事业法人单位内部

控制管理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七）中事

业法人部分 

党办 翰林学院 

信息化管理控制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八） 

校长办公室 各部门、各学院 

内部控制评价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九） 

审计处 委托中介机构 

风险分析与报告 

详见《江苏省省属高

校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实施指南（试行）》

配套指南（十） 

审计处 委托中介机构 

备注： 主要工作任务： 

1.制定工作业务流程，明确业务环节 

2.分析各业务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隐患 

3.针对各类风险制定风险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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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实施方案 

 

一、学习探索阶段：2017.2-3 月中旬 

整理国家和省有关内部控制的制度规定，特别是《江苏

省省属院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实施指南（试行）》并编印成

册，作为财会人员、审计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秘书学习

与培训的主要内容。学习培训方式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

式，邀请省教育厅有关内控试点高校专家来校集中培训，外

出向内控试点高校学习取经。 

二、工作推进阶段：2017.3 月下旬-4 月中旬 

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制订《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

内部控制实施意见》，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

制领导组及计财处牵头的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小组

和审计处牵头的经济活动检查监督工作小组，并及时召开相

关工作小组会议，制订学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工作任务分解

表，落实工作责任和工作要求。 

三、工作实施阶段：2017.4 月下旬-5 月中旬 

各责任部门根据江苏省省属院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实

施指南，分析现状、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制定方案，具体

制定本部门工作业务流程，明确业务环节，分析各业务环节

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隐患，针对各类风险点和风险隐患

制定风险防控措施。 

四、工作审核阶段：2017.5 月中旬-5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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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责任部门上报的业务流程、风险点分析、风险应

对措施，由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小组进行集体会商审

核，进一步查漏补缺，形成学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的初步实

施方案。 

五、研究批准阶段：2017.5 月底 

将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的初步实施方案，上报经济活动内

部控制领导组并适时召开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讨论，根据校

长办公会的意见进一步将方案修改完善，形成上报教育厅的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的最终实施方案。 

六、工作改进阶段：2017.6—12 月 

针对各经济活动风险点和风险隐患，对学校现有的规章

制度进行“废、改、立”工作。完善升级相关管理制度，强

化工作标准，优化工作流程，做到“工作有目标、路径有流

程、执行有规范、管控有措施、考评有标准”。形成经济活

动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