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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审计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
治建设的产物，也是推进国家民主与法治
建设的重要工具。国家审计与法治密不
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法治是
国家审计赖以存在的基础，审计也有赖于
法治建设提供的坚实保障。国家审计既
是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治建
设的重要助推力量。因此，国家审计的开
展，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同时又以其
工作成果，不断完善法治建设，助推整个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审计必须依法审计
我国宪法赋予国家审计应有的地位，

审计法第三章和第四章也对审计机关的
职责和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关
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中指出：

“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对公共资金、国
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
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
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审计为促进党中央令行禁止、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促进依法治国、推进廉政建设等作出了重
要贡献。随着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审计监督职能进一步优化，把发展改革委
的重大项目稽查、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情
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国资
委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
计。综上，国家审计不仅有审计监督和评
价职能，还发挥着促进、维护、发展民主法
治的作用。

以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为节点，拥有
政治机关和国家机关双重身份的审计署
推动构建、逐步形成了集中统一、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今后，实
现审计全覆盖将成为新时代国家审计发
展的重大任务和必然要求。新时代国家
审计要有新作为。实现包含党的机关在
内的审计全覆盖既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
审计机关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全面履行
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
必然要求。

国家审计要助推法治建设
国家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监督活动，

对促进法治建设有独特优势。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考察审计署时指出，管钱、管
权、管事，根本上还是靠体制机制。审计
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以倒逼各项制度发展完善，进而推进制度
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例如，审计结
果公告制度就是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
统一，是民主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

第一，国家审计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相关工作人员履行
国家审计监督职责，在职责范围内查处、
揭露各种违法违规违纪问题，通过提请协
助权、移送权和处理处罚权等，让逾线者
付出代价，维护法、规、纪的权威和尊严，
促进党政领导干部、相关部门单位自觉尊
法守法，增强法治观念和责任意识，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国家审计能在更多领域内推进
民主法治建设。国家审计监督的范围实
现了财政、金融、投资、民生、资源环境等
领域的全覆盖，不仅能以专业视角促进某
一领域的规范，更能将审计视角拓展至相
关领域，站在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对相关
问题开展由点及面、从现象到本质、从苗
头到趋势、从微观到宏观的深层次分析，
从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查找原因，并提
出改革体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
理的建议，为整体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提供
更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决策支持。

第三，国家审计在促进民主法治建设
方面更有主动和灵活性。相较于法院、检
察、公安等部门的监督模式，国家审计监
督是一种更加主动、灵活和经常化的监
督，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
的跟踪监督，因此能为法治建设提供贴
近实际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第四，国家审计在促进民主法治建设
方面更具有及时性。开展政策跟踪审计
是 国 家 审 计 工 作 迈 向 新 阶 段 的 重 要 标
志，也体现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
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国家审计能够
推动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有关政策措施
的贯彻落实，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维
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及时发现和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行为，对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推
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国家审计
要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而努力

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推动完善国
家治理，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
国。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国家审计与
法治建设有着共同的愿景、使命和目标。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直面新的历
史条件以及新情况、新矛盾，审计法及其
实施条例也在逐步推动实施和修订中。
近年来，审计人员依法审计的能力显著增
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强化，国家
审计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审计监督
进一步加快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
程，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而努力，同时，也
将为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审计方案和审
计智慧。

（作者单位：审计署郑州特派办）

今年以来，郑州市中原区人民
检察院共审查办理涉及未成年人
的 人 身 安 全 类 犯 罪 20 起 。 基 于
此，本院对今年以来办理的此类案
件进行了总结研究。

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
全犯罪的特点

犯罪嫌疑人文化水平普遍较
低。在 20 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人身
安全类犯罪案件中，16 起案件的
犯罪嫌疑人为初中文化水平，犯罪
嫌疑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犯罪嫌疑人多为成年人。20
起案件中，65％的案件犯罪嫌疑人
为成年人。未成年人实施人身安
全犯罪时，侵害的对象多为同龄
人。

部分犯罪地点为特殊场所。
这 20 起案件发生地为被侵害对象
家中、学校以及酒店、网吧等特殊
场所，既有私密隐蔽的空间，也有
相对公开的场所。

犯罪手段具有暴力性。在 20
起案件中，将近一半的案件犯罪嫌
疑人使用了不同形式的暴力手段，
并对被害人进行威胁，犯罪后果相
对而言也更为严重。

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
全犯罪多发的原因

学校安全管理不到位。在办
案实践中，有一些侵害未成年人
人身安全的犯罪发生在校园内，
这与相关学校管理不到位不无关
系。例如，有的学校允许学生或
者校外人员随意出入，宿舍等较
为 私 密 的 场 所 成 为 安 全 监 管 盲
区，对学校周边的延伸地带疏于
管理等。

社会监管存在漏洞。20 起案
件中，46.32％的案件发生在网吧
及附近，甚至有一些犯罪嫌疑人直
接将网吧作为约架、预谋犯罪、实
施犯罪首选场所。网吧及其周边
环境监管缺失，导致网吧等场所在
无形中为未成年人聚集并实施犯
罪提供了便利。

防止侵害未成年人人
身安全犯罪的建议

严格学校的安全管理责任。针

对未成年在校生，本院建议从以
下三个方面入手，强化学校的安
全管理责任：第一，为在校学生发
放出入卡，要求学生凭卡在规定
时间内出入校园，避免校外人员
随意进出学校；第二，加强对学生
宿舍的安全监督和管理，定期对
学生宿舍存放的物品进行检查，
清理危险物品，并在宿舍楼道设
置紧急呼救设施，以便学生在紧
急情况下向校方求救；第三，将学
校 附 近 一 定 范 围 纳 入 安 全 监 管
区，在学校周边一定范围内安装
摄像头等监控设施，以确保能够
在第一时间发现学校周边的违法
犯罪活动。

将网吧等场所纳入重点监
管。针对未成年人在网吧及其附
近出入、纠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的实际情况，建议将网吧、KTV 等
未成年人出入的场所纳入重点监
管。例如，在网吧周边一定范围内
加装摄像头，在网吧周边设置移动
警察室，安排辖区民警对网吧周边
适时进行巡逻检查，遏制未成年人
在网吧附近纠集并实施违法犯罪
的行为。

加强犯罪预防和普法宣传工
作。结合办案实际，查找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方面存在的隐
患，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相关
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有关
部门更加重视对未成年人群体的保
护，努力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
社会环境；建立“谁执法谁普法”的
普法责任制，通过以案释法、法治讲
座等活动，形成尊重未成年人的文
化，提高未成年人明辨是非和自我
保护的能力。

共同努力呵护未成年人成
长。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未成年人保护的理念，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
入。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不仅要
针对个体，也要面向群体；不仅要保
护其外部安全，也要保护其心灵健
康。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社会共
同参与。除了相关政府部门及司法
机关之外，也有必要号召相应社会
组织共同努力，一起保护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推动完善未成年人保
护相关立法，让未成年人更好地成
长。

（作者单位：郑州市中原区检
察院）

实践中，彩礼纠纷是一个较为突出的
问题，在农村地区，以给付彩礼作为缔结
婚约先决条件的现象十分常见。由于攀
比心理、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等一系列因
素，彩礼种类名目日渐增多，数额亦不断
攀升。一方支付彩礼后，如果双方未能缔
结婚约，结婚后未共同生活，或者结婚后
共同生活时间较短而离婚的，往往会因彩
礼的返还问题产生纠纷，进而影响社会稳
定。

彩礼案件的主要特点
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据统计，在婚姻

家庭类纠纷中，婚约财产纠纷数量仅次于离
婚纠纷，高于其类型纠纷。以笔者所在的浚

县法院为例，2015 年，全院审理婚约财产纠
纷案件 30起，2016年审理 41起，2017年审理
60起，2018年以来审理 43起。

彩礼数额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数额
也呈上升趋势，还有一些女方要求男方要
有房有车，导致一些男方家庭因结婚而债
台高筑。

诉讼主体不限于订立婚约的男女。一
些案件中，男女双方订婚时并未经济独立，
给付人是男方的父母兄姐等。收受彩礼的
除当事人本人外，还可能包括其亲属。此
外，此类纠纷大多掺杂着一系列家庭矛盾、
经济利益之争，使得纠纷化解难度大，甚至
影响社会稳定。

关于“中间人”调解模式的探索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彩礼数额的节

节攀升让很多人感到压力很大。有些家庭会
倾尽全家之财促成一桩婚姻，若是婚姻未达
成，产生的经济纠纷将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
甚至会酿成刑事案件。长期以来，浚县法院
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针对农村“熟人社会”
的特点，积极探索“中间人”调解模式，对辖区
的和谐稳定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在处理此类纠纷时，要合理确定“中间
人”。“中间人”一般为双方当事人共同推举
的在该区域较有威望或双方充分信任的案
外第三人，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从内心接受

“中间人”所提出的调解方案。此外，要充分

发挥“中间人”的调解作用。“中间人”要在双
方当事人情绪对立、矛盾尖锐的情况下，通
过深入细致了解案情，和法官一起，采取“背
对背调解”“冷却处理”“缓和心理”“亲情感
化”“案例参考”“求同存异”“换位思考”等方
法，让双方充分陈述意见，充分把握双方的
意见和情绪，然后居中调解，从情感上设身
处地地为双方当事人着想，促成双方当事人
互谅互让。

2015年以来，浚县法院运用“中间人”调
解模式调解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87 起。“中间
人”调节模式可以有效避免硬性的判决激化
双方矛盾，使案件得以及时圆满解决，达到
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定分止争的效果。

（作者系浚县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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