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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对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 基于 2007-2013 年中国国家级数据的实证检验

周陈全 1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 2018 年召开的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习总书记指出审计

机关应当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

选择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作为研究对象，以验证政府审计在经济稳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

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国家审计力度的提高使得我国的实际 GDP 更加贴近潜在 GDP 并

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以及国家审计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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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在新的形势下，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可持续问题以及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问题，

这就要求力排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漏洞，尽可能减小经济发展的波动程度。2018 年 5 月 23 日

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在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将国家审计的研究和经济增长的稳

定性结合起来就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可以从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一步丰富目前对我

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能为国家审计和经济稳定发展的结合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而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治理体系。

二、文献回顾

（一）经济发展稳定性相关文献

在国外，阿布拉莫维茨和索洛共同创造了增长核算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他们的模型

主要考察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9][10]。Peneder 将经济波动

1　 周陈全（1995-），男，南京审计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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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作为衡量经济稳定性的指标 [11]，他使用 OECD 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动能够影响经济

的波动；在国内，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层面是从传统的经

济周期角度来分析稳定性，如陈乐一和李玉双（2010）通过对波峰和波谷的研究将我国经济发展

分为三个波动阶段，并得出我国经济发展趋于平稳的结论 [12]；第二个层面是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情况来研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刘华军等（2004）从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幅度和次数出发，得到山

东经济日益稳定的结论 [14]；李延军和金浩（2007）用经济增长率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的稳定程度
[15]，最终得出结论认为，90 年代河北省经济波动起伏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较低，在 90 年代过后，

河北省的经济基本在高位稳定运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都显著改善。

（二）国家审计和经济发展相关文献

现代审计理论认为，审计的产生的基本前提就是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产生。所谓受托经济责

任关系，就是指资源或者财产的所有者授权或者委托财产资源的经营管理者经营和管理所委托的

资源或者财产，由此而形成的的关系，它是资源或者财产的所有者对资源财产有效管理和使用的

必要手段。早在 1998 年时，蔡春教授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现代企业会计和现代企业审计就是建立在

财产资源委托受托关系上的 [17]。2012 年蔡春教授提出了新的理论，将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

提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史魏（2012）基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应从经

济政策落实情况、政府投资项目、资源环境保护、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专项资金五个角度加大审

计的力度，保证经济平稳的发展 [18]；王换娥和崔铭（2011）认为加强审计监督是经济转变方式的

内在要求 [19]。

刘家义审计长在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理论，认

为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主要发挥“免疫系统”的作用。刘雷等（2014）利用 2004 至 2011

年升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揭示功能和抵御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 [20]；

朱荣（2014）利用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国家审计能够促进地区财政透明

度的提升 [21]；李江涛等（2015）以 2004 至 2010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国家审

计的治理功能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滞后性 [22]；崔雯雯（2018）

以 2003 至 2014 年间 30 个省的样本为研究对象，发现审计的威慑功能“屡审屡犯”的现象确实存

在，从而提出专业人员应当及时为弥补审计漏洞提出建议来预防腐败 [23]；郑石桥和梁思源（2018）

发现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的协同作用显著提升公共支出效率 [24]。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所谓预防功能，是国家审计凭借其威慑作用能够起到预防和预警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风险

隐患的功能 [8]，具体包括威慑作用和预警作用。从依托的国家机关来看，国家审计拥有充分的审

计资源，可以做到经常性审计，能够对重大事项和政策进行跟踪审计，同时也能对多个重大项目

同时审计，从而形成具有深刻性和广泛性的威慑效果，在这种效果之下，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相关

的审计工作人员会遵守诚信的原则，做到尽心尽力，合法合规地展开审计工作，能够使他们更加

敏锐地发现审计过程中的问题，并且使其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从而可以做到防

范于未然，杜绝更大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经济能够较为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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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揭示功能，是指国家审计通过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而起到的反映真实

情况和揭露问题的功能 [8]。此功能可以使问题进一步暴露，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机制的完善。

能够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因素非常多，诸如贪污腐败、经济犯罪、贪污损失甚至铺张浪费

和管理不善等，都是经济稳定性的大敌。审计是一种客观地收集和评价有关经济活动和事项的认

定证据的过程 [25]，依照我国的审计法，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就必须挑起揭露和查处问题金额、

贪污腐败、奢侈铺张、贪污浪费等不良资源的大梁，及时暴露出体制和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并依照国家审计机关的强制力对这些行为进行惩处，清除种种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因素，让各种发

展政策得到充分落实。

审计的抵御功能，是指通过促进制度健全、完善体制和规范机制从而抑制抵御经济运行中的

“病害”的功能 [8]。国家审计因为有着强有力的后盾作为支撑，可以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微观上，

可以提供单位的经济和管理信息；中观层面，可以提供区域和行业的相关信息；宏观层面，能够

提供国家级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为相应的部门提供充分的资料。此外，国家审计还能够起到教

育的作用，它不仅通过威慑来规范相关工作人员合法合规地工作，还能够强化审计人员的道德意

识和使命感，使其更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抵御功能也直接和简介地为经济

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由此可见，预防、揭示和抵御三大功能是相统一的。从理论上来看，它们和经济发展的稳定

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揭示是基础，抵御是重点，而预防是最终目的，彼此三者密不可分，它们

可以用审计强度这一概念综合概括。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国家审计的强度越大，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越好。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 年至 2016 年的审计署派出局、审计署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GDP 数

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数来自于 EPS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审计相关

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EPS 区域经济数据库等。

本文所使用的统计软件为 stata14.0、SPSS 版本 19 和 Eviews7.2。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对假说进行检验：

ttt ControlivecomprehensGDPDEV εββ ++×+= ∑− 110

其中 GDPDEV 表示实际 GDP 对潜在 GDP 的偏移程度，comprehensive 表示国家审计投入的综

合力度，control 为控制变量，采用滞后一期回归。

（1）被解释变量

GDPDEV 表示实际 GDP 对潜在 GDP 的偏移程度。这项指标借鉴了石柱鲜、黄红梅和石庆华

（2004）的做法 [26]，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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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DEV 表示偏移率，GDP 表示实际 GDP，GDPp 表示潜在 GDP。

测算潜在 GDP 和潜在产出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数据包络法、线性趋势法、滤波法和生产函数

法等 [27]。其中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方法，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作为

支撑，因此本文选择用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的潜在产出。

假设我国的生产函数为：

Y=AKαLβ
                     

进一步假设我国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那么在结合索罗增长模型，两边同时

除以 L 并取对数，可以将公式 2 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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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将公式 4-2 两边同时除以 K，便可得到公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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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得 α 和 β 的值之后，将所有的数据反带入公式 2，便能得到全要素生产率 A，公式为：

βα LK
YA =                               

受制于就业人口数据的获得，我们选取的年份为 1998 年到 2016 年，基期选择为 2000 年，将

全国各年度的现价 GDP 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GDP；资本存量

借鉴单豪杰（2008）的研究数据 [28]，并将资本存量同样折算到以 2000 年为基期；劳动力投入量采

用就业人口数来衡量。回归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Ln(Y/L) Coef. Std.Err t P>|t|

Ln(K/L) 0.7406822*** 0.0103044 71.88 0.000

_cons -0.3071313*** 0.0189588 -16.20 0.000

Number of obs =19    F(1, 17) =5166.75  Adj R-squared=0.9965

表 2

Ln(Y/K) Coef. Std.Err t P>|t|

Ln(L/K) 0.2584089 *** 0.0103724 24.91 0.000

_cons -0.3078431*** 0.0190839 -16.13 0.000

Number of obs =19    F(1, 17) =620.66  Adj R-squared=0.9718

（1）

（2）

（3）

（4）

（5）

Ln +βLn

Ln +α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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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year Trend_A EAP EP Trend_EP GDPp GDPDEV

1998 0.71672909 72087 70637 70720.49569 85372.09898 0.005637142

1999 0.720970743 72791 71394 71441.65057 92793.85391 -0.003901111

2000 0.725255119 73992 72085 72650.5336 100914.3465 -0.006304832

2001 0.729598111 73884 72797 72572.39876 109337.027 -0.006402802

2002 0.733984631 74492 73280 73188.48495 119490.1424 -0.007798691

2003 0.738347226 74911 73736 73605.02294 131948.6293 -0.01132148

2004 0.742559068 75290 74264 73964.21725 145928.476 -0.015682529

2005 0.746406849 76120 74647 74745.34768 162303.7106 -0.014126786

2006 0.749554062 76315 74978 74881.93452 180084.7334 0.001660447

2007 0.751562007 76531 75321 75017.64982 198545.0836 0.037122895

2008 0.752001949 77046 75564 75424.79278 218507.5271 0.033447987

2009 0.750721249 77510 75828 75763.1771 243851.6664 0.013537483

2010 0.747819339 78388 76105 76491.3581 270719.7616 0.010087413

2011 0.743496286 78579 76420 76540.08137 297004.5216 0.008536124

2012 0.738037888 78894 76704 76703.09041 323912.1715 -0.002555117

2013 0.731796728 79300 76977 76948.14158 352101.4538 -0.011280466

2014 0.725106537 79690 77253 77171.55781 378951.6506 -0.0143591

2015 0.718218253 80091 77451 77400.28616 404502.2651 -0.012882377

2016 0.71127749 80694 77603 77820.05691 429516.5486 -0.008128997

由表 1 和表 2 的结果可以发现，回归方程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得到资本的产出弹

性 α 为 0.7406822，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β 为 0.2584089，α 和 β 的和近似等于 1，也侧面验证了

我国经济规模报酬不变。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取 α 为 0.741，β 取值 0.259。将结果反带入公式 4-5，

便可以获得全要素生产率 A。

在得到 1990 年到 2016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后，我们借鉴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的做法，

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滤波处理并对潜在就业进行重新估算，用 hp 滤波对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数

的比值进行分解并且提取其趋势项 [29]，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 1998 到 2016 年我国潜在就业人

口数，将其回代入公式 2 便可计算出我国的潜在 GDPp。具体的结果由表 3 所示。

（2）解释变量

Comprehensive 表示国家审计投入的综合力度。为了更加清晰地表示国家审计的三个功能，本

文按照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的定义 [8]，对国家审计的三个功能分别进行度量，借鉴相关文献

选取指标，最后进行有机的整合得到本文的解释变量。

预防功能（pre）根据免疫系统理论中的含义可以得知，是国家审计借助威慑力和教育性起到

的预警和防范的功能。据此，本文选择审计署派出局、审计署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构三者提出的

审计建议总数与总单位数比值的对数来进行衡量，这是在吴勋和王雨辰（2018）的做法 [30] 之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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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进一步的改进，以凸显审计单位提出审计建议的效率。这样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一方面，

提出的审计建议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这些建议既是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

工作的规划，它们可以直接指导审计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少走弯路，避开可能的错处，

从而达到预防的效果；另一方面，审计建议中必然包含着对以往审计漏洞和发现的违规问题的批判，

能够给审计人员“提个醒”，从而加大审计的威慑力度，规范审计人员的行为，达到预防效果。

对于揭示功能（rev），依照免疫系统理论的定义——审计通过揭露和查处经济犯罪、贪污浪

费等现象并加以惩戒来排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干扰的功能，本文借鉴池国华和郭芮佳（2018）

的做法，选取审计署派出局和特派办、以及地方审计机关审计查处的主要问题金额和单位数比值

的对数来衡量 [31]，其中主要问题金额包括违规金额、浪费损失金额和管理不规范金额。之所以选

择问题金额和审计单位数的比值来进行衡量，是为了进一步体现单位审计机关的效率，也更能够

反映审计力度的大小。

抵御功能（res）在免疫系统理论中被描述为通过促进健全制度、完善体制、规范机制，能够

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病害”的职能 [8]，因此，我们依旧借鉴吴勋和王雨辰的

做法，用应上交财政金额、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金额、应归还渠道资金、应缴纳其他资金与应

调账处理金额之和与单位数比值的对数来衡量。

由于 2006 年度以前部分数据的缺失，为了保持所选择的数据的完整性，我们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审计年鉴》的数据。由于国家审计的三个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所收集到的三个功能的替

代指标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多重共线性。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将其合

称为国家审计的综合投入力度 comprehensive。采用 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步骤如下：首先对

rev、pre 和 res 三个指标标准化，再根据初始变量特征判断由主成分矩阵求主成分并进行 KMO 检

验。经检验，KMO 值为 0.748，这表明本文收集到的三个代替变量非常适合用来做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对三个指标进行降维；接着将计算的特征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选择主成分；

最后将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将选出的主成分合成 comprehensive 审计投入的综合力度。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如下的控制变量：comp 表示政府的竞争程度，采用外商

直接投资的对数增长率来表示；inv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

率来表示；pgro 表示人口增长率，采用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表示；soe 表示国有化比重，采用

国有企业在岗职工比来表示。各变量定义见表 4

表 4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GDP 偏移程度 GDPDEV Ln（实际 GDP）-Ln（潜在 GDP）

解释变量 国家审计投入综合力度 comprehensive 审计三大职能综合得到

控制变量

政府竞争程度 comp 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inv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pgro 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国有化比重 soe 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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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5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 GDPDEV 的均值为

0.0018226，标准差为 0.0158854，最小值为 -0.0143591，最大值为 0.033448，由此可以看出，我国

的实际 GDP 对潜在 GDP 的偏移程度非常小，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良好，不存在比较大的波

动，也侧面印证了被解释变量定义的合理性；对解释变量而言，方差为 1.05，表明我国国家审计

最近十年的投入力度较为稳定，也不存在大幅度的波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的最小值为 -0.0377，

说明在部分年度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甚至缩小了规模，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外商投资还是增长的，

增长率最高的时候超过 20%；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一直在增长，这也符合我国经济增长的客

观要求，但是 inv 的最小值为 0.0976115，最大值为 0.299548，说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存在

着小幅度的起伏；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国有化比重这两项来看，我国人口增长非常平稳，且国有

化比重也维持一定水平，不存在大范围的波动。

表 5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GDPDEV 9 0.0018226 0.0158854 -0.0143591 0.033448

Comprehensive 9 8.616757 1.050516 7.28924 10.11038
comp 9 0.0772145 0.0885879 -0.0377251 0.2116829
inv 9 0.2004013 0.0677788 0.0976115 0.299548

pgro 9 4.971111 0.1530886 4.79 5.21
soe 9 0.0847035 0.0028356 0.0801539 0.0891609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 6 中看出，comprehensive 的系数为 -0.0175141，且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政府审计的投入减少了实际 GDP 和潜在 GDP 的偏移度，且需要注意的是，实际 GDP 逐渐从高于

潜在 GDP 变为低于潜在 GDP，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极大可能得到了抑制，也证

实了本文的假设，即国家审计能够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依旧可以从表 6 中得出。尽管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但

我们依旧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结论。政府竞争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和被解释变量存在不显著的负

相关，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越高，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越高，经济越可能发展稳定；

人口增长率与被解释变量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实际 GDP

越有可能偏离潜在 GDP。这可能和我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有关。人口增长率越高意味着向我国劳

动力市场中投入的新增劳动力会增加。

表 6

GDPDEV Coef. Std.Err t P>|t|
Comprehensive -0.0175141* 0.0057703 -3.04 0.056

comp -0.0092813 0.0499574 -0.19 0.864
inv -0.0298393 0.0658285 -0.45 0.681

pgro 0.0200251 0.0198546 1.01 0.387
soe -1.501876 1.309243 -1.15 0.335

_cons 0.1871009 0.187166 1.00 0.391
Number of obs =9    F(5, 3) =6.30  Adj R-squared=0.7681

注：*、**、*** 分别表示 10％，5％，l％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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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替换被解释变量做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赵鑫铖（2015）的做法，

采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指数 W 做稳定性检验的被解释变量 [32]。W 的定义如下 :

100)1( ×
−

−=
ip

ipi
i

g
ggW

gi 为实际 GDP 增长率，gip 为潜在 GDP 增长率。由公式的定义可知不管实际 GDP 的增长率是

否大于潜在 GDP，W 的取值总是小于 100，两者增长率越贴近，W 的值越大，越接近 100，也越

是说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较好。用生产函数法测算受制于数据等影响，我们在这里改用 hp 滤波法

进行测算，其原理是把样本点趋势当做潜在 GDP，通过最小化实际 GDP 和样本点趋势值来求得潜

在 GDP，此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们放宽时间范围，对 1990 年到 2016 年的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截取 2008-2016 年的 W 值带入到滞后一期的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表中显

示解释变量 comprehensive 和替代变量 W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这说明政府审计促进了经

济发展稳定性指数的提高，促进实际 GDP 增长率和潜在 GDP 增长率相一致，提升了我国经济的

稳定性。

表 7

W Coef. Std.Err t P>|t|

Comprehensive  6.983674** 1.231847  5.67 0.011

comp  41.82675  10.66492  3.92  0.029

inv 16.07891  14.05309  1.14  0.336 

pgro  14.21578  4.238574  3.35  0.044

soe  1394.677  279.4977  4.99  0.015 

_cons -160.3283 39.95627 -4.01  0.028

Number of obs =9    F(5, 3) =11.77  Adj R-squared=0.8706

注：*、**、*** 分别表示 10％，5％，l％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

本文以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稳定性为研究对象，以我国国家审计力度为切入点，以国家审计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研究情境，对我国 2007 年到 2016 年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审计数据进行了实证

分析。首先，本文先分析了经济发展稳定性的衡量标准，并结合已有文献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审

计如何能够作用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并且选择合适的指标度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随后，本文从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理论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国家审计的三个功能——预防功能、揭示功能和抵御功

能，逐一论述了这些功能和经济发展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前人的研究选取度量标准，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国家审计投入综合力度；接着选取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得到最后的结

论。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投入力度的增强可以减弱实际 GDP 对潜在 GDP 的偏移程度，某种程度

上能够消除通货膨胀对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威胁；此外，国家审计还能够促进潜在 GDP 和实际

GDP 增长率的一致性，进一步促进经济的稳定。

（指导教师：陈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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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Audi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bil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Data

Zhou Chenquan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ointed out th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be the main lin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the economy.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entral Audit Committee held in 2018, General Secretary Xi pointed out 

that the auditing organs should strengthen the efforts to reveal various risks and hidden danger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con-

omy and society. Ente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our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national audit in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verif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udit in the process of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audit makes the real GDP of our country closer to the po-

tential GDP and to some extent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inflation, and the national audit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bility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tional Audit;Potential GDP; Real GDP, GDPDEV;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bility 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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