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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作用机制与实施路径

葛世龙 李 晗*

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实施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审计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农村环境

治理存在着投资大、周期长、涉及面广、收效缓等问题，亟需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审计以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本文基于农村环境治理全流程，把农村环境治理

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分为农村环境政策审计、农村环境资金审计、农村环境项目审

计和农村环境监管审计。然后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分析了农村环境治

理绩效审计的威慑、纠偏和反馈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

的实施路径：加强审计处理与处罚力度，协同审计追责问责；聚焦审计整改与纠偏

控制，统筹审计资源技术；完善审计建议与公开制度，构建审计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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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中国，加强农村环境整治是其重要任务（习近

平，2017）。农村环境治理被认为是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成败的全局性问题（石敏俊，2019）。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环境问题，陆续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均明确要求要

加强农村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颁布了《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意见》《关于切实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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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工作的通知》等具体实施细则，为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划定基本要求。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再次强调了要扎实搞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2020年3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晰了多元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众

等）的权责，提出各地区可制定符合实际、体现特色的目标，在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

基础上精简整合相关专项考核，紧抓政府与市场，实现环境治理的管理、监督、服务和配置四

大功能，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的环境治理体系。由此，农村环境治理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实施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任务之一。

然而，农村地区的环境整治长期处于边缘化和被忽视的状态，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王晓君

等，2017）。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告》显示，农业源污染在全国调查的三类污染源（包

括工业源、农业源和生活源）中占比高达 49%。《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中指

出，我国40%的建制村没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78%的建制村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40%的畜

禽养殖废弃物未得到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因此，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不仅需要政府给

予政策支持，加强资金投入，而且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合作，承担相应责任。自2018年以来，国

家更是加大了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投入和推进力度，安排7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实施农村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中央预算内投资30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整县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19个县给予激励支持①。尽管如此，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仍存在着如下问题②：（1）一些地方因工作推进不力、多头管理等，相关工作进展缓慢，抽

查17个县实际完成农村厕所改造14.5万户，有46%的改造任务未完成；9个县实际完成污水

处理项目79个，有90%以上的建设任务未完成；6个县2318个垃圾堆放点尚未完成整治。（2）
26个县的农村厕所改造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未合理考虑地理、气候、选址、村民接受程度等因

素，建成后因缺水、冰冻、处理成本高、使用不方便等造成闲置浪费。14个县的农村厕所、污水

和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后因管护不到位等无法有效使用，部分长期闲置未发挥效益。（3）17个县

建设的农村厕所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因管网等设施不配套、工程质量差等，使厕所粪污、生

活污水、垃圾渗沥液等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附近河道或渗入地下。此外，还发现28个县的538
个涉农项目存在违反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管理规定、转包分包等违反建设程序或核算管理不规

范问题③。同时，现实中资金被挪用、滞留闲置或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现象屡见不鲜。2018
年，黑龙江省就被查处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管理混乱，在项目推进、过程监管工作中问

①数据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1/content_5408466.htm。

②资料来源：http://www.audit.gov.cn/n5/n25/c133005/content.html。

③资料来源：《审计署2019年第6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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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突出，没有达到预期整治效果，且绥化市青冈县和海伦市挪用农村环境治理资金高达1500
万元。由此可见，当前农村环境治理过程存在着挪用财政资金、滥用公共权力和执行政策制

度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影响治理成效，已引起了政府及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环境绩效审计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在环境管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直

备受社会各界和学者们的关注（卞兴忠，2015）。国家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

确指出，要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十三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再次强调要把绩效理念贯穿审

计工作始终，把绩效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国家审计署规定，2012年起所有的

审计项目都要开展绩效审计（黄溶冰、陈耿，2013）。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

见》中指出要加强对“三农”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加强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情况的审计，

推动环保政策落实到位；2018年，《审计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

指出应充分发挥资源环境审计职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胡泽君审计长在2018年的全国审计

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要推动开展污染防治等相关专项审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政府出

台了诸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政策法规，规定了相关的监管措施、违法责任

等，为环境治理提供可靠的政策、法律保障措施，有利于实施环境审计。环境审计被认为是绩

效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蔡春等，2011）。环境审计强调对环境责任履行的鉴证，比其它环境

管理手段更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王乐等，2017；杨肃昌等，2018）。环境绩效审计目标是增强

决策的有效性，提升国家整体环境治理能力，是对环境影响全过程的监督、政府部门环境项目

评估及政策执行的及时反馈（王素梅，2014）。环境政策审计是保障国家环境治理目标实现的

重要手段，发挥着协同治理作用（金晶，2017）。开展全面、系统的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治理的

有效手段，具有治理功能（谢柳芳、韩梅芳，2016）。利用国家审计的抵御功能可以明显改善环

境绩效（李丽、孙文远，2019）。随着人们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农村环境效益审计逐渐成为

环境审计的重要内容（周薇薇、刘正午，2008）。在对农村环境治理情况进行审计评价时，以

市、县政府为责任主体，以效果性指标为主、程序性指标为辅，以查找问题原因、提出切实可行

建议为目标（陈晓红、谢浩峻，2014），江苏省审计厅从审计实务应用的可操作性入手，基于

PSR模型理念，构建了农村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江苏省审计厅课题组，2013）。在理

清具体领域与整体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注重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性，进而构

建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胡耘通、苏东磊，2018）。然而，由于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审计实务中通常单独开展政策、资金或工程等工作，缺少全面综合的农村环境治

理绩效审计，尤其是环境绩效审计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并不明确。

基于此，本文从全流程治理的视角梳理了农村环境治理的实施内容，分析了农村环境治

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结合审计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分析审计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

发挥的威慑、纠偏、反馈等作用，进而明确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作用机制。最后，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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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对农村环境治理进行事前谋划、

事中谋断、事后谋略，预防与揭示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审计建议，完善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

体制制度，抵御环境污染发生，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效能。

二、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

以往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更倾向于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方式。清洁生产理论

强调将环境污染的治理思路向全流程治理模式转变，即构建源头防治、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一

体化的污染防治体系（Wang et al.，2017）。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健全源头防治、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在环境治

理及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加强环境监管，突出国家审计在环境治理监督体系的主导作用（谢

柳芳等，2020）。因此，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视角，以政府为治理主体进行农村环境治理绩

效审计，确保有效履行受托农村环境治理责任，切实解决农村环境整治难题，对农村环保项目

进行全过程监管，全面提高农村环境管理水平，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源头防治”阶

段重点关注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制定、环保项目的规划以及财政资金预算等；“过程控制”阶段

加强对环保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政策执行和跟踪监管；在“末端治理”阶段依据政策文件要求

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环保项目建设成效、环境污染效果进行鉴证与评价。由此梳理出农村

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农村环境政策审计

农村环境“强外部性”的特征决定了“政府”是农村环境治理的统筹规划者和监管保护者

（沈费伟、刘祖云，2016）。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并将其落实到地方以实现环境治理目标，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还需对其进行细化或再规划，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政策，形成中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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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政策执行格局（贺东航、孔繁斌，2011）。因此，在环境政策制定、执行和

终结的全过程开展环境政策绩效审计，充分利用审计监督评价功能，有利于优化政策设计、促

进政策落实、评价政策效果、服务环境治理（马志娟、梁思源，2017）。环境政策绩效审计能够

对环境政策进行纠偏，用于评价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成效，或者鉴定政策

实施效果与制定政策预期目标的一致性程度，能够有效推动政策落实，显著提高环境治理成

效（金晶，2017）。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和《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

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来推进农村环境治理，这些政策制定、执行和终结的全过程绩效，成为

审计机关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阶段，审计关注重点在于：（1）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的体系结构

合理性。政策应以源头防治为主，并辅以经济补贴或技术推广等方式，鼓励村民科学有效使

用化肥农药、规范倾倒生活污水与生活垃圾等，审计人员对经济激励型和自愿计划型政策占

比的合理性进行研判。（2）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的内容合理性。对不同治理对象制定的治

理标准与措施进行审查，评估治理标准与措施的可行性，比对不同部门政策文件内容的一致

性，查找是否存在各自为政、内容矛盾或交叉重复但标准不同等现象。在政策执行阶段，主要

围绕农村环境治理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鉴证、监督与评价：（1）检查政策的执行进度，包括新政

策的执行计划、现有政策跟踪管理，重点审查是否存在政策执行滞后或中断；（2）判断是否存

在因多部门职能界定不清晰而导致的政策执行盲区；（3）评价政策的阶段性执行成果是否与

预期相符。在政策终结阶段，重点关注政策目标的一致性程度和实现情况、政策执行效果等

进行最终评价（王姝，2012）。
（二）农村环境治理资金审计

农村环境治理不仅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而且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任何政策

的推行都需匹配相应的财政资源（文宏、杜菲菲，2018）。自2008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保专

项资金以来，国家财政在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上逐年增加，截至2018年年底，中央财政累

计投入495亿元，支持约16.3万个村庄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强调，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要跟进到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明确规定，“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对其他取得财政资金的单位和项目接

受、运用财政资金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依法进行审计监督”。因此，农村环境治理资金审

计是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农村环境治理资金审计主要审查农村环境治理资金的效率性和经济性，从资金的实际利

用角度入手，农村环境治理资金审计重点关注资金分配、管理与支出三方面：（1）资金分配方

面，重点审查资金拨付是否严格按照项目申请、是否有相应的真实和完整凭证、是否存在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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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或配套资金不到位而耽误项目进度的情况、资金拨付流程是否合乎程序等等；（2）资金管

理方面，重点审查资金管理是否合乎规范，重点关注专项资金是否由专户管理、资金是否纳入

预算管理、管理依据是否充分；（3）资金使用方面，主要审查资金使用是否按照程序和制度的

规定，是否存在改变资金用途的情况，是否发生资金的挤占、挪用、截留和套取的情况，是否存

在资金的闲置、浪费甚至损失的情况等（宁波市审计学会课题组等，2014）。
（三）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审计

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立项、建设、运营和管理，直接影响着环境治理成效以及治理资金的

使用效果。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通过环保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来发挥财政资金的治

理效益、完成环境治理任务，环境治理目标实现与否主要取决于工程项目的综合效益。因此，

农村环境治理项目审计应围绕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目标，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工程项目建

设全过程进行审计（宋晖，2018），并进行跟踪审计（李冬，2012），重点关注农村污水处理、“厕

所革命”、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等项目。它既是监督环境治理工作的要求，也是促进实现环境治

理目标的要求。

农村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具有生命周期长的特点，审计工作围绕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立

项、招投标、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等全寿命周期展开，各阶段应重点关注：（1）立项阶段，主要

审查项目立项及审批的合规性，关注不同层级财政资金的投入配比；（2）招投标阶段，主要审

计招投标过程的合规性，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应招未招、招标程序流于形式、虚假招标等情况；

（3）设计阶段，主要审计设计单位的资质水平、收费合规性和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关注设计单

位就此业务是否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况；（4）施工阶段，审查施工单位的资质水平、是否按照设

计方案施工、是否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况等等；（5）竣工验收阶段，主要审查项目竣工决算的规

范性、项目竣工验收程序的合规性、项目是否按期进行验收等；（6）在投入使用后，主要审查项

目是否正常运营、是否与预期处理规模相符、是否取得预期治理效果等。

（四）农村环境监管审计

环境监管审计是通过建立环境问责制，审查相关部门、个人或企业的环境监管责任的履

行情况，以期促进相关部门更好地完成监管工作，强化政府环境责任，最终促进环境治理效果

与治理成果可持续性的提升（李兆东，2015）。随着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公众对于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需求与日俱增，并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权力赋予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接

受公众委托后，会将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层层委托至镇政府和环境治理相关部门，要求其开

展相应的环境治理工作，落实相应的环境治理责任（张志胜，2020）。然而，在履行环境治理责

任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均存在

信息不对称，使得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约束较小，基层政府及环境治理相关部门不一定能

够充分履行和落实环境治理责任（贾小梅等，2019）。社会公众和政府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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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审计部门，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鉴证、监督和评价，对政府的环境监管工

作进行再监督，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风险，以便及时掌握环境治理项目的后续管理情

况，以促进政府环境管理水平和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李雪松等，2016）。因此，针对相关个人

或部门，农村环境监管审计重点关注审查相应的监管责任的履行情况，包括：是否定期获取农

村环境治理项目的后续运行、管理和维护情况的信息，是否及时处理农村环境投诉案件，是否

成立农村环境监察大队，定期对农村排污企业进行实地或在线监测等。针对承担相关监管责

任的企业，农村环境监管审计应重点审查企业合同内容的履行情况，包括：是否按照合同约定

进行定期的监管活动，是否建立完善的监管工作体系等。

三、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作用机制

为了更好发挥环境绩效审计在农村环境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亟需从审计

职能方面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究。国家审计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功能，是国家治理监督

控制系统的“免疫系统”，能实现国家良治（刘家义，2012）。在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

能作用，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并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胡泽君，

2020）。农村环境绩效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审计威慑作用，在源头预防农

村环境污染问题发生；通过审计纠偏作用，在过程控制中揭示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通

过审计反馈的作用，在末端抵御问题再现，强化农村环境治理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如图2所示）。

图2 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作用机制

（一）通过审计威慑作用，源头预防问题发生

长期以来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理念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全流程治理模式强调从源头上预防污染的发生。这种从源头

上遏制农村环境污染就是审计预防功能的作用，审计具有处理处罚功能，形成内生性威慑作

用，而且审计还具有独立性、客观性以及权威性等特征，能够在政策制定、项目立项、资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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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在决策阶段就及时发现问题及潜在风险，并尽早发出风险预警，起到预防和预警农村

环境污染发生的功能，起到“防未病”的作用。审计威慑作用之所以能有效，是由于人们对经

济利益的追求且对违规后果可以认知，与审计处理处罚和审计问责两个职能密切相关。在环

境领域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缺乏等，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更高（李兆东，2015），
审计处理处罚机制会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杨贺、郑石桥，2015），并改变其行为（鲁桂

华，2003）。一旦代理人预判付出的成本代价高于预期的收益时，就会基于自利放弃机会主义

行为，回避潜在违规，审计的威慑效应就得以发生（郑石桥、梁思源，2018）。审计问责是指问

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责任追究行为（马志娟，2013），它可以有效

改变政府、公众和官员利益之间的博弈格局（李敬涛、陈志斌，2015），通过实施问责，形成考核

政府部门负责人业绩的负向激励机制，能够引导和鞭策责任承担者有效履行责任（娄树旺，

2016）。有效的审计问责同样能够发挥审计的威慑作用，转变基层政府唯GDP论的管理方式，

改变基层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策略选择（刘儒昞、王海滨，2017），发挥绩效审计推动政府

有效决策的作用（Loke et al.，2016）。因此，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进行事前控制，让审计及

早介入到预算、决策和计划之中，通过充分行使审计处理处罚权、有效进行审计问责，发挥审

计的威慑作用，对于容易违背环境治理的行为提出预警，能够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落实过程

中的潜在问题扼杀在摇篮里，从源头预防问题的发生。

（二）运用审计纠偏作用，过程控制揭示存在问题

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对环境政策制定、执行和终结全过程，环境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

情况，环境治理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全寿命周期，以及农村环境治理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审

计，加强过程控制，实时关注农村环境治理动态。若无有效的发现机制，只会增加农村环境污

染行为发生，降低农村环境治理效能，审计揭示功能可以通过对环境政策执行、资金使用和项

目建设等实施情况进行过程控制来掌握真实问题。审计纠偏作用主要通过审计监督和审计

整改两种职能实现。依法行使审计部门的独立权，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对相关责任主体

的农村环境治理活动进行客观的监督，主要监督环境政策制定执行的全过程（金晶，2017），监
督环境治理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和支出（宁波市审计学会课题组等，2014），监督环境治理

工程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全过程（宋晖，2018），并有效鉴证与评价相关责任主体的环境治理

责任履行情况。本着“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部署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公共资金运用

到哪里、公权力行使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理念，农村环境治理绩效能够以

资金审计为主线，通过追溯资金的使用路线，将审计范围辐射到环境政策及环境项目审计，及

时揭示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落实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全面有效的审计监督基础上，针对发现

的违法违规提出整改要求，并敦促被审计单位及时落实审计整改，及时改正错误，并将农村环

境治理问题的审计整改纳入责任追究内容之中，根据整改情况分级分类进行依法处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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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杨亚军，2013），全国人大和部分地方人大都开展了对审计整改

的专题询问（山雪艳，2018），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手段抓好事中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王萍，

2020）。因此，加强全面的审计监督，结合有力的审计整改，能够充分发挥审计的纠偏作用，提

高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效能，揭示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并

最终给予严厉惩戒，依法查办。

（三）利用审计反馈作用，末端评估抵御问题再现

审计机关依法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利用审计反馈作用实现对农村环境治理的监

督与控制，主要通过审计建议和审计公开两种职能对农村环境治理成效进行评估和控制，进

而抵御环境污染问题再次发生。审计建议是审计机关对环境治理项目效益、环境政策执行效

果、环境治理成效进行客观评价，查找农村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根本原因，

深入揭示和反映农村环境治理制度缺陷、体制漏洞等（胡章胜，2018），提出农村环境治理改进

和完善意见，敦促被审计单位利用审计建议进行相应整改并完善现有不足，有利于本级政府

总结环境治理经验及教训，或基于审计建议进行适当的工作改革，为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修

改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农村环境治理体制制度的完善。审计公开是审计反馈的一种重要方

式，将相关责任主体的环境履责情况和整改落实情况向社会公开，反馈给村民，激励村民参与

环境治理。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卢秋佳等，2019），为了提高

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需要提升政府的透明度（于文轩，2013），而审计结果公开能够将政府或

相关责任主体的环境治理责任履行情况进行信息披露，降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张曾莲、高绮鹤，2013），促进政府透明度的有效提升（芮国强、宋典，2012），使得村民积极参

与农村环境治理，在减少污染行为的同时，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主动监督政府的环境治理的工

作落实与相关整改情况，与审计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因此，通过有效的审计建议，辅以恰当的

审计公开，充分利用审计反馈作用，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措施和体制制度等，末端评估抵御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再次发生。

四、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

2018年，审计署印发了《审计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意见

要求各级审计机关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加强乡村振兴相关审计，

明确了审计监督重点，着力审查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和实施情况、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资金

安全和绩效情况以及绩效评价制度建立落实情况等，充分发挥审计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反腐倡廉中的监督职能和重要保障作用。近年

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审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审计领

域重大工作，对审计机关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此外，2020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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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对完善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督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

进行系统规划，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形成工作合力。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依法全面履行审

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对农村环境治理进行事前谋划、事中谋断、事后谋略，预

防与揭示环境污染问题；及时公开审计结果，从中发掘问题根源，提出审计建议，完善农村环

境治理绩效审计体制制度，抵御环境污染发生。本文基于农村环境治理全流程视角，从预防、

揭示和抵御三大方面提出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实施路径，为农村环境治理及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一）预防：加强审计处理与处罚力度，协同审计追责问责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背景下，审计机关应具有超前思维，防范潜在

风险，源头预防控制污染问题，充分发挥审计威慑作用，聚焦环境政策、项目规划和资金预算

等绩效，为农村环境治理提出建设性意见。然而随着农村环境污染事件的报道，审计实务中

暴露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审计执行力以及问责不够等问题，这些都会抑制审计威慑作用的

发挥（郑石桥，2012）。因此，审计机关在审计工程中应该有效行使审计处理处罚权，精准审查

存在问题，明确处理处罚的标准与依据，针对违规行为做到严惩不贷，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与

此同时，要及时追踪被审计单位处理处罚的执行情况，对迟迟不执行处理处罚决定的部门进

行持续追踪，必要时将信息上报至本级政府，提高审计处罚决定的实际执行率。

尽管对于审计查出的违法违规问题，应在规定时间内整改，但是农村环境治理问题仍是

“屡审屡犯”，究其原因，审计问责力度不够，责任追究不到位，公众对此反映强烈，甚至会质疑

审计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通过明确责任划分和完善问责机制可以提高审计问责效果，责

任明确是问责的前提，首先需要明确领导干部承担的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界定决策责任、执行

责任与监管责任的边界，厘清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马志娟、韦小泉，2014），才能准确判断问

责对象应承担的责任。其次需明确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的不同责任，由于基层政府或部

门间存在相关职能不清晰的问题（娄树旺，2016），审前进行深入调查，搞清基层政府与农村环

境治理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避免环境治理过程中责任分担难、相互推诿等问题。因此，在农

村环境治理责任明确划分基础上，加大审计问责力度，针对查处的违法违规问题，选用合理问

责方式，确保对环境违规问题责任人或责任单位依法追究责任；协同纪检监察、人事组织等部

门开展追责问责，积极开展其他问责主体的合作，形成协同问责合力，完善审计问责相关制

度，充分发挥审计威慑作用，预防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发生。

（二）揭示：聚焦审计整改与纠偏控制，统筹审计资源技术

农村环境绩效审计的揭示功能就是对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政策执行、资金使用、项目建

设等进行全过程监督控制，查错纠弊，反映真实情况，揭示存在问题，并开展纠偏工作。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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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功能是通过发挥审计“纠偏作用”实现的，在环境治理全过程中监管控制环境政策执行、

资金使用、项目建设等，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手段抓好事中监督，及时发现偏差并进行纠正（王

萍，2020）。然而，审计整改工作面临的“屡审屡犯”“年年审、年年有”等多年痼疾，建立健全审

计整改长效机制，不光要“治已病”，更要“防未病”。因此，审计机关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

面，敦促被审计单位及时采纳审计建议并进行相应整改，主动追踪被审计单位审计整改情况，

对于整改滞后或拒绝整改的相关单位或责任主体进行信息上报，把审计结果及审计整改情况

作为领导干部考核及任免的依据，促进审计成果的有效转化。另一方面，加大与其他监督主

体如社会公众、媒体等的合作，对于截至审计公开日尚未完成整改的情况进行信息披露，鼓励

社会公众及媒体等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加大审计整改的追踪力度，并

加强与其他监督主体的合作，促进审计成果的充分运用。

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涉及环境政策、环境治理资金、环境项目和环境监管等审计，需要

统筹安排有限的审计资源，统筹考虑不同审计主体、不同审计项目之间分工协作。农村环境

治理绩效审计的主体是审计机构，包括政府审计机关、企业内部审计与第三方审计机构。由

于农村环境治理涉及面广、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利益相关者众，仅靠一种审计力量有限，

难以有效发挥审计的揭示功能，实现审计对象全覆盖。因此，必须统筹审计资源，将政府审计

力量与社会审计力量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工作成果，提升审计效

率和效果，形成协同审计。在进行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时，要充分利用其他涉农相关审计

工作成果，如财政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成果在农村环境治理资金审计中的运用，重大

政策跟踪落实审计在农村环境政策审计的应用等。为了有效配置审计资源，提升审计效率，

充分利用现有审计成果，可以通过加强不同审计部门间的交流，促进审计项目之间的内部合

作，营造审计成果共享的氛围，同时还可以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上传审计项目相关的审计证

据及相关资料等，便于后续审计查看。

（三）抵御：完善审计建议与公开制度，构建审计评估机制

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制

度保障，建立完善的制度机制体制，抑制和抵御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发生，促进农村环境治理绩

效。审计人员利用多学科、跨学科知识，在准确揭示问题的基础上，挖掘问题产生的深层原

因，深究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效建议，提升审计建议的

质量。审计信息公开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审计抵御的功能，审计机关可以通过提升审计公告信

息的充分性、透明度与及时性来提高审计公告的质量（郑小荣，2011）。在审计公告信息充分

性与透明度提升方面，首先保证信息的相关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前提

下，尽可能多地将发现的问题及被审单位的整改情况向公众披露。在审计公告信息及时性提

升方面，积极督促被审单位整改相关问题，并及时进行后续跟踪，获取相关证据，将整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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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写入审计公告；还应简化审计公告公开流程的行政程序，删除不必要的审批程序，促进审

计公告的及时公开。由于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公告的部分受众是村民，采用村民获取信息

的习惯进行审计公告信息公开，以村民熟悉的方式公开审计结果，如基于基层政府官方微信

公众号、地方新闻节目和地方广播等平台，公布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审计结果；或是将审

计结果发布给村委会或镇政府，委托村委会或镇政府以印刷成宣传册、张贴于宣传栏等方式

将审计结果充分传达给村民。此外，评价是绩效审计及审计建议的关键环节，应高度重视农

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的评价体系，尽早完善审计评估机制（王素梅，2014），增强审计的反馈作

用，实施审计抵御功能，改善农村环境治理效能。

五、结论与建议

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是建设美丽乡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

发挥审计监督服务职能的有效途径，重点关注农村环境政策制度落实情况以及绩效评价制度

建立落实情况，监督控制农村环境治理全流程中的环保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及环保项目建

设、管理及运营情况，切实提高审计建议质量，合理利用审计结果公开，聚焦审计整改，强化审

计问责追责，促进权力规范运行。下一步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

问题：

（1）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结合近期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

见》，从责任体系、监督体系、全民行动体系及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

牢固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突出政府主导作用，深化企业主体作用，动

员社会组织和农户共同参与，规范农户的环境行为，增强农户的环境意识，强化源头治理。

（2）形成“三位一体”协同的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评价机制。由于农村环境治理涉及面

广、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利益相关者众，仅靠一种审计力量有限，难以有效发挥审计监督

服务职能，需要把政府与社会审计力量整合起来，充分利用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工作

成果，提升审计效率和效果，形成以政府审计为主体、企业内部审计为补充与社会第三方审计

自愿参与的“三位一体”协同绩效审计评价机制。

（3）构建全流程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框架。“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

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突出了环境治理全流程在制度

设计中的重要性。因此，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要从农村环境治理全流程出发，“源头防治”

重点关注规划执行情况、环保政策制定过程及环保资金预算制定等，“过程控制”加强对环保

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政策执行和跟踪监管，“末端治理”依据政策文件要求对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环保项目建设成效、环境污染效果进行鉴证与评价，确保政府有效履行农村环境治理受托

责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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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行现代综合审计模式。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审计署《“十三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都要求实行审计全覆盖，必须强化审计项目审计组织方式“两统筹”，切实发挥好审计“经济体

检”功能，精准“查病”，有效“治已病”“防未病”。因此，在实施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时，要充

分发挥政策跟踪、预算执行、经济责任审计等平台作用，加强与其它审计项目的衔接与统筹，

积极推进跨层级、跨专业、跨区域审计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积极探索“1+N”、融合式、嵌入式等

组织方式，坚持科技强审，落实“向信息化要资源，向大数据要效率”要求，积极推广运用大数

据审计，重点推行现代综合审计模式，实现“一审多项”、“一审多果”和“一果多用”，提高审计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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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udit

Ge Shilonga,b and Li Hanc

(a: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b: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 College of Government Audi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impl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ud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ace some difficulties, including high investment, long period, wide coverage, delayed outcomes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a rural environmen-

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udit.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main conten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udit into rur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udit, rural envi-

ronmental fund audit, rural environmental project audit, rural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udit, and the mechanism of

performance audi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udit are proposed: strengthen audit processing and punishment, coordinate audit account-

ability, focus on audit rectification and corrective control, coordinate audit resource and technology, improve audit

recommendations and disclosure system, and construct audit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words：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Audit; Performance Audit

JEL Classification: M42，Q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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