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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雨冉：国家审计、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国家审计、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鲍雨冉 1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本文利用 2008—2017 年各省级政府数据，基于审计工作流程，实证研究国家审

计和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理。研究发现：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审计移送力度以

及审计建议不利于地方短期经济增长，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审计处理处罚力

度能显著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审计建议采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然而审计发

现、审计处理处罚执行力度、审计移送效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

长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会显著加强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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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泽君审计长在 2017 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回顾：“全国共审计 65 万

多个单位，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 2.5 万亿元，推动健全完善制度 2.38 万项，移送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 2.35 万件。”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国家审计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促进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可见，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国家审

计准则》中提到“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因此，国家审

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如何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和机理来影响经

济增长等问题都值得探究。

一、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各国关注的重点，而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表现，相关

的研究也十分丰富。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较多的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高军

等，2013；陈高等，2014）[1-2]、财政分权（Nobuo Akai etal，2002；温娇秀，2008；谢贞发等，

2015））[3-5]、贸易开放程度（沈坤荣等，2003）[6]、人力资本（RR Nelson，1980；邵琳，2014）[7-8]、

固定资产投资（宋丽智，2011）[9]、人口增长（胡鞍钢等，2012；王浩名等，2017）[10-11] 等都在不

同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通过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解决经济增长困难的现实问题，利于寻

求更快的经济发展途径。

目前也有一些关于国家审计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部分学者是通过规范性研究，重视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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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国家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王耘农等，2011；张金辉，2014）[12-13] 以及国家审

计在维护经济安全中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式（唐建新等，2008；王世谊等，2009；蔡春，2009；

吴昊洋等，2015）[14-17] 等方面，表明国家审计对经济发展各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应充分发挥国家

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以保障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转变。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方面，有学者强调了金融发展对强调了金融发展对于促进

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Mckinnon，1973）[23]；也有的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阶段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关系（Rioja&Valev，2004）[24]。国内

研究方面基于我国 1990 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估计方法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李强等，2017）[25]。

上述文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认识国家审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总体上是基于理论分

析的角度进行，即便有少数学者利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也主要利用国家审计的个别指标进行

研究，无法全面体现国家审计发挥的作用，缺乏对国家审计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理探讨；单

方面地考察国家审计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影响。因此，

本文基于国家审计工作的基本流程，即审计发现、审计处理处罚、审计移送以及审计建议四个主

要环节，利用国家审计成果进行多变量分析，探究国家审计、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和

影响机理，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国家审计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也更利于国

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政策以充分地发挥国家审计作用。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根据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政府接受公众的委托，应该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充分利用资

源，提高社会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众，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审计作为专门从事经济监督的

国家机关，能有效促进政府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以应对代理问题。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指

出国家审计是保障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并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职能的免疫系统（刘家义，2012）[26]。

在具体的审计工作流程中，国家审计充分体现了免疫系统的预防、揭示和抵御职能。因此，本文

基于审计工作的流程，探究国家审计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理。

（一）审计发现与经济增长

国家审计机关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通过监督地方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可以有效地

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大对重大违法乱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

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李明，2014）[19]。国家审计在监督政府时，发现其违规行为，查处和预

防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及时揭露各单位在贯彻国家决策过程中弄虚作假、不作为和乱作为等

行为，并通过各网站、报刊等媒介披露审计结果，进而制约单位的谋利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的

程度，使得其不断规范自身的行为，合理使用财政资金、配置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郑石桥等，

2018）[27]。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国家审计通过审计发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二）审计处理处罚与经济增长

审计机关通过对违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理处罚，在违规单位纠正其违规行为的基础上，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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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单位的一定惩罚，体现了国家审计的威慑作用。但是这种威慑作用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是

审计处理处罚措施；二是审计处理处罚的执行程度（芦丽丽，2017）[28]，假如审计机关对违规单

位给予一定的处理处罚措施，违规单位置之不理，处理处罚的意义又何在？因此，要想充分发挥

审计处理处罚的作用，还应该重视其执行程度。当审计处理处罚得到有效地执行时，表明违规单

位已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过错，从而能更好地规范自身行为，促进财政资金的统筹使用，保障经济

平稳健康运行。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国家审计通过审计处理处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审计处理处罚执行力度也有助于促进

经济增长。

（三）审计移送与经济增长

审计移送效果相关部门对审计移送处理进行认定，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审计实施监督的一种

方式，能实现对审计机关自身执行情况和受理机关执行度的双重监督，同时也是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监督（张雪雯，2015）[29]。只有在其他机关对审计移送情况进行立案查处，才能体现审计成果，

进一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以形成审计威慑力，规范相关单位的行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国家审计通过审计移送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审计移送效果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四）审计建议与经济增长

审计建议是针对揭露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对严重违规行为在处理处罚的基础上“对症下

药”，加强相关单位的制度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并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此外，

审计机关在后续审计过程中还会针对提出的审计建议进行审计回访，及时跟进、密切关注相关单

位审计建议的落实情况，以防“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等问题。相关单位根据提出的审计建议进

行自我整改，规范自身的行为，促进单位健全制度、完善体制、规范机制，在经济社会运行中发

挥抵御作用（刘家义，2012）[26], 更好地做到审计监督，促进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而提高地方经济

增长。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国家审计通过审计建议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审计建议采纳也有助于经济增长。

（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20 世纪 90 年代起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可以追溯到简易内生金融发展框架（Pagano，1993）
[3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交易成本角度将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分为：配置资源功能、管理风险功能、

监督公司功能、聚集储蓄功能、便利交易功能（Levine，1997）[30]。金融通过金融体系的功能最终

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H5：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

H6：金融发展强化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我国 2008 年至 2017 年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

的地方审计统计数据，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审计年鉴》，其中 2013 年西藏的审计数据未披露，

鲍雨冉：国家审计、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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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缺失值处理。衡量经济增长的数据以及本文涉及的控制变量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

鉴》。

（二）研究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根据目前文献的相关研究，采用“人均地区 GDP 增长率”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情况（林毅夫等，

2000；高军等，2013；陈高等，2014），用符号 GROW 表示。

2.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基于国家审计工作的具体流程来分析国家审计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和

机理，因此，对于每一个工作流程，本文选取相应的指标数据进行衡量，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解释变量定义

变量 符号 定义

审计发现 X1

单位违规程度衡量；

=违规金额 /被审计单位数量

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X2 =（应上交财政 +应减少财政拨款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违规金额

审计处理处罚执行力度 X21 = 已上交财政 /应上缴财政

审计移送 X3 = 移送总案件数 /被审计单位数量

审计移送效果 X31 = 已处理总案件 /移送总案件数

审计建议 X4 = 审计提出建议数 /被审计单位数

审计建议采纳 X41 = 被采纳的审计建议 /审计提出建议数

金融发展 X5 =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实际 GDP

3. 控制变量

目前研究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本文借鉴沈坤荣等（2003）、李明（2014）等的研究，

主要控制了表 2 所列的变量：

表 2  控制变量

变量 符号 定义

财政分权 FD
= 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 / ( 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 + 人

均实际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

固定资产投资 INV = 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GDP

人力资本投资 HR = 各地区普通中学在校生数 /地区总人口

对外贸易程度 TRA = 进出口总额 /GDP

税负能力 TAX = 各地区财政收入 /GDP

人口增长率 PGRO = 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

财政自给率 SF =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三）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作出的假说，本文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用以检验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GROW=β0+β1X1+β2X2+β3X21+β4X3+β5X31+β6X4+β7X41+β8X5+β9FD

               +β10INV+β11HR+β12TRA+β13TAX+β14PGRO+β15SF+εu

其中，GROW 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情况；Xi 代表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各种衡量指标；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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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控制变量。

四、统计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地方经济增长率（GROW）的平均值为 0.155，表面我国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15.5%，意味着我国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

解释变量方面。审计发现单位违规程度（X1）的平均值是 0.030，表明平均每个单位违规金额

是 300 万元，意味着我国国家审计在审计发现方面还是起到一定作用；审计处理处罚力度（X2）

的平均值是 0.709，说明应上缴金额占违规金额的比重很大，处理处罚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审计处

理处罚执行力度（X21）的最大值是 0.125，最小值是 0，均值是 0.023，说明各地区的处理处罚执

行力度不同；审计移送（X3）的最小值为 0.042，最大值是 13.82，意味着各地区审计违规性质存

在很大差别；审计移送效果（X31）均值是 0.389，说明总体上审计移送结果落实得并好；审计建

议（X4）的均值是 1.711，意味着平均为每个单位都提出超过一个的审计意见；审计建议采纳（X41）

的均值是 0.649，表面审计建议的落实程度较好。

控制变量方面。财政分权（FD）的平均值是 0.829，表明我国的分权程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INV）的均值是 0.661，整体比地区生产总值高，表明了我国地方政府通过投资促

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程度（TRA）的均值为 0.324，说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占比比较大，在经济

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财政自给率（SF）的均值为 0.504，说明我国各地方的财政存在入不敷出的

现象，财政赤字比较突出。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从 Pearson 相关系数表看，各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整体普遍较小，表明研究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比较

小。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GROW X1 X2 X21 X3 X31 X4 X41

GROW 1

X1 -0.107 1

X2 -0.385 -0.174 1

X21 -0.112 0.402 0.116 1

X3 -0.103 -0.143 0.0111 0.0324 1

X31 -0.071 -0.129 0.0593 0.0035 -0.0118 1

X4 -0.370 0.0300 0.347 0.410 0.168 0.0555 1

X41 -0.074 0.0097 0.120 0.138 -0.0130 0.155 0.311 1

注：该表为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三）模型回归结果和分析

首先对研究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选择适用模型，检验的结果如表 4 所示。

鲍雨冉：国家审计、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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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选择

         Hausman 检验：

Test Summary  Chi － Sq. Statistic Prob.

Cross － section random 80.18 0.0000

从结果看，模型在 Hausman 检验中 P 值小于 5%，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实施面板数据

回归处理。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见，审计建议采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审计移送力度和审计建议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作用，但效果与预期符号相反；

审计发现、审计处理处罚执行力度、审计移送效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产生

以上结果的原因如下：

在此前本文假设审计处理处罚、审计移送和审计建议等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回归结

果显示其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国家审计所查出的损失浪费、不合理利用资源等问题越多，

越不利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现实中，当审计发现违规行为较多时，才会实施更多地处理处罚，相

应地也会提出较多的审计建议，从而表现出三者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也可能意味着各

地方政府为实现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不惜违法违规的使用财政资金，以致于造成资金使用浪费。

但是，要想处理处罚或审计建议发挥作用，需要一定时期，表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即对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相关检验在后文的稳定性检验中体现。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主要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在保持样本数据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部分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将审计发现的衡量指标改为违规金额的自然对数；审计处理处罚

执行力度的衡量指标改为已归还原渠道资金除以应归还原渠道资金；审计移送力度的衡量指标改

为移送总人员除以被审计单位数，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 Std. Err. t P>|t|
X1 0.00231 0.00726 0.320 0.751
X2 -0.0144** 0.00631 -2.290 0.0230
X21 0.0145 0.0591 0.250 0.807
X3 0.00212 0.00520 0.410 0.683
X31 -0.00500 0.00633 -0.790 0.431
X4 -0.0357** 0.0139 -2.570 0.0110
X41 0.169*** 0.0589 2.870 0.00500
X5 -0.277*** -2.636 -2.338 0.0186
FD 0.603*** 0.195 3.090 0.00200
INV -0.192*** 0.0535 -3.590 0
HR 3.425*** 1.148 2.980 0.00300

TRA -0.0107 0.0514 -0.210 0.836
TAX -1.149* 0.619 -1.850 0.0650

PGRO 0.00934 0.00792 1.180 0.240
SF 0.193 0.155 1.250 0.214

CONS -0.450** 0.198 -2.280 0.0240

针对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对长期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此做出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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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示。其中（1）表示当年的情况，（2）至（4）分别表示在为了一年、两年和三年的情况。结

果显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审计移送力度及审计建议对长期经济增长趋于促进作用，其中审计

处理处罚力度在第三年已经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表 6  回归结果

(1) (2) (3) (4)
Variable Grow Grow Grow Grow

X1 0.0562 -0.163 0.0192 -0.0448
(0.33) (-0.97) (0.12) (-0.33)

X2 -0.0144** -0.00627 -0.00425 0.00998**
(-2.46) (-1.06) (-0.72) (2.07)

X21 -0.180 0.204 -0.0600 0.299
(-0.50) (0.57) (-0.17) (1.03)

X3 -0.00597* -0.00198 0.000392 0.00215
(-1.92) (-0.63) (0.13) (0.84)

X31 -0.0273 0.0141 0.0296* -0.0173
(-1.53) (0.79) (1.67) (-1.18)

X4 -0.0358*** -0.0151 -0.0141 -0.00902
(-2.63) (-1.14) (-1.07) (-0.84)

X41 0.183*** 0.0324 0.0166 0.00293
(3.18) (0.65) (0.33) (0.07)

X5 -0.282*** -0.276*** -0.244*** -0.242***
(-5.35) (-2.87) (-1.76) (-1.75)

FD 0.634*** -0.880*** -0.932*** -1.110***
(3.32) (-4.57) (-4.90) (-7.10)

INV -0.197*** 0.148*** -0.0703 -0.210***
(-3.85) (2.91) (-1.39) (-5.06)

HR 3.342*** 2.852** 1.815 1.702*
(2.89) (2.53) (1.63) (1.86)

TRA -0.00782 0.0453 0.0416 0.0834**
(-0.16) (0.91) (0.85) (2.07)

TAX -1.324** 0.295 1.127** 0.744
(-2.22) (0.52) (2.03) (1.63)

PGRO 0.00948 0.0170** 0.0106 0.0136**
(1.22) (2.16) (1.36) (2.12)

SF 0.210 -0.633*** -1.054*** -0.0223
(1.42) (-4.31) (-7.26) (-0.19)

Constant -0.423** 0.850*** 1.223*** 0.949***
(-2.34) (4.75) (6.90) (6.52)

Observations 217 217 217 217
R-squared 0.434 0.492 0.578 0.743

 注 :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和启示

1. 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审计移送力度和审计建议不利于地方短期经济增长，但对长期经济增

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能显著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审计建议采纳与经济增长呈

显著的正相关，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审计机关通过加大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提出完善的建议，

督促建议的落实，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鲍雨冉：国家审计、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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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发展的系数基本上都是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显著促进作

用；国家审计和金融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表明尽管金融发展本身对经济增长无法产

生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其可以强化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得促进作用。

3. 国家审计主要是通过审计处理处罚、审计建议采纳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审计机关应该

重视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完善制度建设，实时更进整改情况，确保审计建议

的落实；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

( 指导教师：王会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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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Auditing,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BaoY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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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afeguarding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s the main goal of national audi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rom 2008 to 2017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national audit and financial de-

velopment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audit workflow.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nishment intensity of audit treat-

ment, audit transfer and audit Suggestions are not conducive to local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but promot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unishment intensity of audit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The adoption of audit recommendation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effect of audit 

discovery, audit treatment, and audit transfer on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ignifica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but it will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national audit o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national audit institutio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gree of punishment in handling audit,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dit Suggestions, promo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enhancing the impact of national 

audit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Government Audi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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