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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阶段企业如何以创新途径做好内控管理 

甘 露 

保利联合贵州盘江民爆有限公司  贵州贵阳 

【摘要】由于当前经济社会飞速变化的发展格局，我国企业内控管理出现了一定的滞后性，传统的内

部控制管理模式难以继续为企业发展创建更加良好的条件。因此，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完善内部控制

管理制度，全面提高内控管理质量，使其与全新的市场环境相匹配。本文立足于互联网手段，进一步分析

当前阶段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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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current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our country has a certain lag, and the traditional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mode can not continue to create better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management model, improve th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and make it match with the new marke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ternet mean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ge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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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场的快速变革，使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背景

当中，当代企业管理模式随之受到影响，需要企业

与时俱进，转变以往老旧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更

新变革。在变革过程冲，企业应当使用更加先进的

现代化管理手段，对当前内控管理途径进行创新，

打造全新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全面提高企业内部控

制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1 以创新途径推动企业内控管理的意义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内控管

理的优劣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强化创新途径推

动企业内控管理，是企业实现长效发展的必然举措。

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环境下，面对逆全球化的形势，

国民经济承受着严峻压力，企业同样面临来自各方

的诸多重大风险。因此，以创新途径提高全面提升

企业内控管理水平，深入推进企业内控管理制度改

革，不仅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抗

压能力，也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局面中有效稳固企

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助力社会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从而为我国构建开放、合作的经济环

境提供坚实的后盾。 
2 现阶段企业内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手段落后 
当前，我国企业内控管理存在难以满足新时期、

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管理需求的问题。在实施内

控管理过程中，缺乏对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比如大

数据、云计算等，导致企业信息收集与处理效率缓慢，

且人工收集数据和信息容易产生偏差，故无法快速应

对，及时为制定符合战略部署的管理计划提供有效支

撑，限制了企业内控管理水平的提升[1]。 
2.2 内控机制有待完善 
企业实施内控管理，其主要目的是控制企业运

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借助高效监督管理机制，

全面贯彻落实内控管理制度，才能达到良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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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结合现阶段企业内控管理状态来看，内控

机制存在明显短板，难以保障各项内控管理工作有

序展开，并且缺乏严谨的监督机制，导致内控管理

逐渐流于形式化。企业各层级员工忽视了内控管理

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隐患。 
3 实例论证企业内控管理的有效创新途径 
为了确保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能够稳定有序合

法运行，满足对现行财务状况、人力资源使用、业

务流程等实施全过程系列化监控管理要求，及时、

有效、精准地分析各项数据，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

更加可靠的参考信息，企业需要通过创新途径加强

内部控制。如果内控程序开展顺利，就能够确保相

关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以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为企

业发展提供充足动力，解决疲敝懒怠的作风问题。

以创新途径推动企业内控管理水平，当代先进技术

的应用必不可缺。包括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技

术以及云计算等各种智能科技手段，协助企业形成

更加“智慧”的内部控制管理效果。现以阿里巴巴

集团为例，其在整体管控电商购物活动的过程中，

针对“双 11”这样的特殊时间点，利用大数据以及

信息化监管平台为消费者制定了更加人性化、智能

化的供货方式。通过大数据监测消费者在平台的预

售订单数据，提前准备货源，预先调控物流运输，

从而将商品运输到离消费者最近的仓库中进行储

存。双 11 当天，消费者下单后第一时间将物品送达，

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程度，并强化了企业内控管理

效果[2]。类似的整体经营流程，涉及到阿里集团的

分析决策、人力资源调配、物流运输管理以及财务

数据统计等。因此基于实际案例不难发现，企业实

施内部控制管理，迫切需要借助更加先进的创新技

术手段，从而达到更加良好的效果。 
3.1 转变管理思路 
合理构建内部环境是企业内控管理的基础所

在，涵盖部门机构设定、人员权责分配以及人力资

源政策、企业文化等要素均需要完善配备，才能够

搭建与企业自身相适应的内控体系。首先，企业管

理者要积极转变管理理念，推动各管理层级、环节

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透明化，充分协调运行机制。

企业内部组织要精准衡量当前各结构运行有效性，

从而加快管理思路创新转变。其次，要结合社会环

境，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内控管理改革。企业

管理者要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幅度之间的

关系，转变以往高投入的生产方式，促使生产运营

过程中的有关技术、管理层面能够不断创新。其三，

要注重前沿管理经验的引进，结合企业实际状况，

全面监督掌控企业各个生产环节，达到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以及事后监督的全过程内控管理效果。 
3.2 结合大数据技术强化评估 
信息化技术是形成内控管理创新途径的有力手

段。应用大数据技术强化企业运营状态的综合评估，

不仅能够有效获取当前运营过程中的动态信息，还

能评估经营风险，从而精准收集风险信息，定位风

险控制点，分析风险蔓延范围，进一步将其控制在

最低风险范围内，实现内控管理流程中的预测管理

需求。 
以往虽然可以通过人工分析判断辅助决策，但

过于庞大的数据量导致风险评估工作量不断攀升，

难以保障科学合理的评估效果。而大数据技术可以

综合企业内部运营管理以及外部环境等数据信息，

能够全面掌握包括企业财务资产以及人员等综合因

素信息，以更加智能的自动化评估方式，对各环节

支出应用以及收益状况等做好综合预算处理，有效

提高风险评估速度和准确性。在内部风险评估过程

当中，企业文化评估同样是加强内控管理有效性的

关键因素。借助大数据分析员工情感、偏好以及情

绪等主观能动性因素，有针对性地实施策略增强员

工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内控效果最终内化为企业文

化的一部分[3]。 
实践证明，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全面预测企业

的经营风险，为企业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策略，进

一步降低由于风险失控造成的经济损失。仍旧以阿

里集团“双十一”活动为例，大数据技术可对淘宝

APP 当天应用状况进行分析，进一步形成更加直观

的运行数据（如表 1）。基于数据表格分析发现，

大数据能够精准掌控当前运营过程中的短板，加强

集中控制，降低可发生的风险概率，增强内控效果。

大数据技术综合分析促使企业各资源信息模块集中

于一体化的内控管理中，包括但不限于物流、人员、

资产等方面，以高度统一的管理效果，切实提高内

控管理作用。 
3.3 构建信息化管理系统 
信息化、互联网手段经过蓬勃的发展至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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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企业或单位处于初步接触阶段，对于信息

技术理解层次较浅，难以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为

企业创造真正的管理价值。自 20 世纪 80 年代计算

机大规模应用以来，信息化技术在我国经济发展领

域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计算机网络和

信息化技术，能够促进企业内控管理产生创新的变

革。 

表 1 大数据技术下数据综合评估 

 
整体性能 
（s） 

总下载字节数 
（kb） 

消费金额 
（元） 

可用性 
（%） 

消费者使用满意度反馈 
（%） 

首屏用时 
（s） 

系统潜在崩溃风险程度 
（%） 

最高值 15.77 111485.23 30858.24 100 98 0.49 46 

最低值 6.54 1652.17 153.66 88.54 87.22 0.368 20 

平均值 9.42 6564.96 15562.4 96.27 82.75 0.4328 33 

中位值 8.63 1843.27 2347.52 99.98 91.53 0.444 36 

 
为了应用信息化创新途径推动内控管理，企业

首先要能够树立良好的信息化意识。信息化作为时

代特征，是借助计算机网络搭建的媒介桥梁，从而

全面管控网络背景下的信息数据，达成智能管理效

果。其次，在企业内部搭建内控管理信息平台，提

高数据传输处理效率，将企业的人力资源、财务状

况、资产等各方面信息都集中传输到这一信息平台

中[4]。第三，搭建集成化的信息管理模式，通过设

定数据平衡值计算当前企业所呈现出的短板与优

势，自从生成统计表格，直观真实地反映内控管理

情况，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参考。第四，以大

数据风险预测结果作为控制导向，强化流程管理，

对当前综合数据分析之下的既定风险以及潜在风险

实施防范控制。第五，全面提高财务活动的信息透

明度，在内控信息系统中精准记录每一笔业务，加

强业务结果校验，严格监督资金使用状况，确保企

业各项活动以及风险能够得到控制。 
3.4 创设激励组织监督手段 
内控监督作为内控管理执行过程中的必要手

段，具有重要意义。更新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可以让

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内控管理途径创新则需

要借助于监督手段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主要

是指对企业人力资源、财务活动以及经营流程的监

督。首先是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相互监督。建立具

有激励效果的监督机制，促使员工与员工之间、管

理层与管理层之间、员工与管理层之间开展格的相

互监督，做到“人人参与内控管理”。其次，贯彻

落实内控管理制度，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根据

监督机制迅速做出反应，做到有错必究、有错必罚，

提高企业内控监督效率。第三，定期在内控信息系

统上发布财务资金流、业务流程以及财务报表，确

保企业员工对企业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重视财务

监督的信息化与科学化，企业甚至可以建立专门的

内部审计机构，对企业当前财务状况做好定期检查

与抽样检查，加大财务监督力度。第四，企业各级

管理人员做好工作流程监督，掌控业务细节，确保

企业有关业务活动、经营过程符合内控管理规定，

才能确保企业稳定有序发展。 
4 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面临逆全

球化的严峻压力，企业内控管理拥有全新的发展机

遇与挑战，需要企业管理人员充分借助先进的信息

技术创新途径，全面推动内控管理水平提升，完善

监督机制，提高风险控制成效，最终实现长效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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