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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部审计协会文件

中内协发〔2016〕49号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关于 2016年

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2016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实施方

案》的要求和部署，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于 2016年组织开展了以

“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主题的群众性

理论研讨活动，共征集到论文 293篇。协会组织学术委员会对提

交的论文进行评选，评定出 242篇获奖论文，其中一等奖 10篇，

二等奖 40篇，三等奖 95篇，提名奖 97篇。同时，根据各会员

单位申报的组织过程及论文获奖情况，评定 25家单位获得优秀

论文组织奖。为了激励广大内部审计工作者积极探索内部审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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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促进内部审计工作水平的提高，现将获奖名单予以

公布。

获得一、二等奖的论文，将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汇编成册，

供广大内部审计人员学习和参考。部分获奖论文还将在《中国内

部审计》杂志和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网站上陆续选登。希望获奖单

位和个人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在今后的内部审

计理论研讨活动中不断创新，取得更大的成绩。

附件：2016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2016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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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一等奖

1．经济新常态下央行内部审计预警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罗育全 周洁 张玉芳 饶艳 毕翼 周娟

2．创新驱动“数字内审”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研究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

李梦鸣 李宵欢 刘蓓 俞仁智 黄飞

3．外汇管理新常态下银行外汇业务事中事后监管内部控制审计

评价研究——基于管理控制视角

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

谢梓平 王婧文 陈强 蒋援红 蔡江林

4．关于 CAST审计任务清单模型的理论与实务研究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审计局邮政企业审计处

5．新常态下军工科研单位内部审计职能实现路径探索与实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三十三所

张红宇 杨东琦 李莲 倪莉莉 蔡捷敏 周巍巍

6．基于大数据时代下企业内部审计新常态研究——以广州A集

团某连锁酒店运营审计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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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霞 林津翘 华峰

7．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发展路径研究——基于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上海分局的实例分析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上海分局课题组

黄纪宪 苗峥嵘 虞增庆 何静 彭黎明 胡婧 戴碧如

8．经济新常态下电网企业内部审计职能转变——强化全面风险

管控 推进全覆盖网格化审计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孙惠士 周伟 包凌霞 吴昊 吴陈婧

9．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机制优化研究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课题组

刘一原 廖维新 秦建文 玉志强 邓德军

10．新常态下企业强化衍生金融工具内部审计研究

大连商品交易所 王玉刚

二等奖

1．经济新常态下电网工程三全审计模式构建与实施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陈浩 田桂申 林延平 刘佳

宋猛 田博 李琰 孙敬涛 谢金花

2．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探索——基于经

济资本管理的模型及应用

南京银行 潘瑞荣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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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新常态下航空制造企业建立增值型内部审计模型的实践

与思考

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张彤 张海荣

4．新常态下内审部门践行“嵌入式审计”新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以东莞为例

东莞市审计局 谭丽珍 袁剑光 方慧贤 胡镇鑫 刘艳婷

暨南大学 郭葆春

5．基于“委托代理”和“边界”理论的人民银行内审职能边界

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司 罗锐 余辉 肖萌 成娜

6．经济新常态下电力企业审计新方法实践与探究——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用电性质认证审计方法研究

深圳供电局 陈威

7．经济新常态下供电企业内部审计风险分析：基于博弈论视角

——以国网宿迁供电公司经营审计为例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宿迁供电公司 李江民 吴永勇 颜娟

8．经济新常态下电网建设工程效益审计指标体系研究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 笪宁燕

9．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昆明分局

章建刚 李庆海 王文胜 王振广

10．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职业化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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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油田公司 方海峰

11．企业风险“新常态”下的内部审计预警机制研究——基于大

数据与 ANN模型的应用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生丽英

12．中国农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信息系统建设与实践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高管责任审计处

郝笑一 蔡晓勇 刘晓艳 周红乐 汤红青

13．新常态下内部审计与国企改革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法务部 黄红

14．经济新常态下基于卓越绩效模式（PEM）的商业银行内部审

计质量管理研究——以 A银行为例

南京银行 许正宁 田敏

15．新常态下“问题与风险导向”审计智慧创新驱动研究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〇一所 李云红

16．经济新常态下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应用研究

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内部审计师协会

孙跃芬 支爱宾 杨海涛 任秋云

17．新常态下电网企业应用 TRIZ理论深化风险管理审计的创新

实践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内审课题组

18．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履责重点与实现路径研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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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部审计角度

兰州大学审计处 张玉 罗路 彭臻

19．推动审计创新 以善治体现价值——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

作用研究

广州市公安局 王玲 陈龙井 于铁军 钟竞希 李囯笛 许琳

华南师范大学 聂新军

20．新常态下内部审计成果运用机制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陈超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 陈圣朝 胡静芳 申南林 尧娟

21．充分运用大数据 发挥新常态下内部审计的大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总审计室 李东林

22．新时期我国中央银行内审部门职能定位研究——基于博弈

经济学视角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鲍声荣 时华伟 王起

23．经济新常态下法人客户违约概率度量及审计研究——基于

A省分行法人客户实证分析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成都分局课题组

李恂晗 袁智明 陈兵 马正华 谭中捷 蓝波 谭学君

罗长青 熊梦冰 李小珊 张教德 徐代勇 代彬

24．新常态下外汇管理内审内控发挥价值增值作用的机制及路径

选择——基于对基层外汇局事中事后监管绩效审计调研的经验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 毕德富 曹妹娟 许轩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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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经济新常态下电网企业内部审计常态监督防控体系建设

——基于 COSO-ERM框架的风险管理审计模型研究与应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赵宇红 戴斐斐 冯伟 陈宇 赵同 崔庆新 季忠俊

26．经济新常态下石油企业内部审计发挥作用的路径研究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课题组

刘彦军 孙康 刘锦程 张晓强

王红霞 徐宏光 刘会平 杨琨

27．经济新常态下增值服务型内部审计探析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慧红 林云 吴楚默 胡馨元

28．基于“智慧企业”架构的“智慧审计”——关于内部审计创

新与多元化的思考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红峰公司 郭芙蓉 胡江

29．低油价背景下如何发挥内部审计增值职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新疆油田公司审计中心

梁新莲 于建华 张桂琴 刘雪玲 段海蓉 傅辉清 赵蕾

30．经济新常态下电网企业持续审计监督新策略

国家电网公司、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内审课题组

赵同 冯伟 陈宇 戴斐斐

31．新常态下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对内部审计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稽核部 杨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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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新常态下推进国有建筑实施企业转型升级的内部审计策略

研究——结合中国建筑的内审之路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肖艳 袁甜甜 张沛 周帆舟

33．经济新常态下人民银行内部审计价值提升路径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冯刚 李爱萍 马晓晨

34．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增加组织价值的途径探索

中国工商银行内审局天津分局

林明 孔祥国 赵国强 张力 孙勇 陶乃媛

于凤艳 张利 左彤彤 吴静瀛 黄亮 吴晓津 张彬

35．新常态下基于ORACLE-SGA理念的审计质量提升模式构建

与应用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王磊 蒋莉 隋希宸 王秀娥 李民 刘隽

36．经济新常态下石油企业内部审计作用发挥的实务探索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课题组

杨献 潘国辉 李红芳 秦庆梅 戴东伟 战京玲 陶梅

37．创新推动新常态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科学发展 以“求真务

实”的精神引领监督服务能力提升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张瑞敏 刘志强 刘小青

38．基于关键风险指标法的农村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监测研究

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梁雪琴 马科

39．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集团审计工作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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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素芬 玉志强 宁园园 赵序海

40．农村电网建设新常态下网格化内审模式探索与实践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第四课题组 汪安民

三等奖

1．论新常态下油田企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审计策略

江汉油田课题组 李春霞

2．试论跟踪审计在企业内部审计中的应用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审计部 张耀宏

3．新常态下发挥央行内部审计作用的路径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支 刘云华 陆静 陆敏

4．商业银行视角下经济新常态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刻影响与要求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审计分部 尚轩如

5．大数据视角下发挥内部审计功能作用的路径

国家税务总局 赵弘 陈虹

6．对新常态下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基础性监督作用的思考

中国铁路总公司乌鲁木齐局审计处

李德卿 马艳侠 史永 尹春玲

7．新常态下烟草物流直送线路运行降本增效审计研究

福建省烟草专卖局派驻泉州审计办公室 陈辉

8．经济新常态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变与不变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南京分局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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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俊惠 黄世忠 董学刚 尹文倩 洪沛

9．新常态下房地产企业并购的内部审计研究

中海地产集团监察审计部 罗喜

10．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及保障措施

中石化安徽分公司 司武超 蔡媛媛

11．新常态下基于 JDL模型的内部审计监督全覆盖的探索与实践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董凤 马薇

12．基于 SWOT分析法和AHP的人民银行同级审计研究——以

广州分行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内审课题组

颜春满 黎州忠 颜雄兵 黄玉芳 张燕 魏群 陆敏

13．浅议经济新常态下建设银行内部审计转型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审计分部 李文超

14．基于经济新常态下冶金施工企业 PPP商业模式审计探讨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郑洪奇

15．关于建立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机制的研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审计局上海分局课题组

16．浅谈营改增内部控制与审计要点

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廖发金 杨程

17．创新内部审计思维提升审计效能服务工商银行新常态下转

型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 李晓瑜 李媚 张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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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 苏美

19．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效能审计与评价研究——基于上海

地产集团申江公司的分析

上海地产集团申江公司课题组 朱敏等

20．“新常态”下的中央企业重大决策风险防范研究——重大事

项专项风险评估机制探讨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审计部 李爱秀

21．风险导向审计在经济新常态下电网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中的

运用

贵州电网公司 田攀

22．新形势下强化人民银行内审监督的现实障碍与路径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中心支行 丁云骏 周湘元 方博文

23．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探索与实践

徽商银行 蒋凤芹 巩浩

24．以价值为导向的国有科研机构内部审计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中海油研究总院 王思聪

25．经济新常态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实践与探讨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与审计部

26．新常态下商业银行信贷内部审计变革研究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直属分局信贷审计课题组

27．经济新常态下外汇局内控监督工作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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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厦门市分局 李世荣 宋娴

28．新常态下电网企业内部审计“三线”监督机制初探

云南电网公司 周南 鲁辉云 马俊

29．新常态下企业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认识、思路及做法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丁红玉 王刚

30．经济新常态下建筑业内部审计履职创效的途径研究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审计部课题组

黄文生 郭卫锋 于智湘 陈颖 彭磊 韩俊基

31．新经济常态下现代内部审计机制研究

中国建筑国际有限有限审计部 曾祥 周鹭

32．新常态下高校科研经费事前审计研究

山东大学 杨洁

山东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于连俊

33．新常态下企业预算收支项目跟踪审计实务探讨

胜利油田分公司滨海审计分处课题组

王昊 黄海滨 崔莹 刘向 刘江录 宗日武

34．经济新常态下创建多维度的企业内部审计评价体系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内审部 林艳萍

35．新常态下基于 EVA的增值型内部审计探析——以烟草行业

为例

江苏省烟草公司南通市公司 陈莉莉

36．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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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 付国侦

37．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无缝嵌入

式审计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其燊 丁秀娟 王艳丽

38．经济新常态下深化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的途径探析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南京分局

39．论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十大关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侠

40．创新审计工作 护航学校发展——福州大学内部审计“135”

发展思考

福州大学监察审计处 庄莉 管小敏 林靖

41．新常态下提升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浩

42．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监管研究

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何昕 董元斌

43．新常态下油气田企业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的探索和实践

西南油气田公司 王虓 张娟 秦彦 税敏 张琳

44．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在服务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实现路

径——基于山西教育内部审计发展现状和工作实践的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王红敏 赵聪明 董玲

45．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机构内审改进风险管理评价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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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P神经网络模型研究

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内审处 沃野

46．经济新常态下油田内部咨询式审计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审计部

肖天君 胡琼玲 黄焕益 王新

47．新常态下内部审计部门开展职业道德审计的思考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四川省审计科学研究所

李越冬 刘跃明 胡媛媛

48．构建经济新常态下的大型国企卓越内审模式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赵宇红 葛兰 冯伟

49．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策略——基于信用风险与操

作风险变动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稽核部 储晋晋

50．经济新常态下农村商业银行效能审计研究——基于北京农

商银行实践

北京农商银行 于辉 梅黎 王晨

51．内审机构引导企业关键风险指标体系构建初探——经济新

常态下内部审计为组织增加价值新途径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刘蓓蓓

52．新常态下油田内部审计战略转型的思考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课题组

杨诗华 邵永庆 谭伟 童玲 余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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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军 李德军 聂俊峰 徐长虹 王天中

53．与时俱进 精准定位 打造增值型内部审计机构——基于新

常态下电信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思考

中国电信福建分公司 陈锦华 林蔚宇 陈小琴 蔡潮汛

54．主动适应新常态，发挥新作用——浅析新常态下银行内审如

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总审计室 屈小平 邓静

55．新常态下国内石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新格局构建的探索

西南油气田公司 肖雲 舒婷 汪龙菊 青红 孔祥峰

56．论经济新常态下电信企业内部审计

湖北电信审计中心 王娟

57．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发挥更高层次作用探讨

威海市审计局 秦之泰 梁海威

58．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咨询职能的有效性探析——基于人民银

行 X中支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 邝梦然

59．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转型升级方法探略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白平生 张晓锋 司春明

60．浅析经济新常态下的“审计新常态”

安徽古井集团审计监察中心 王子斌

61．新常态下民企内审作用发挥问题探究

浙江海贝集团 李玉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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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经济新常态下航运企业内部审计价值提升路径研究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戴慧婷

63．新常态下基于风险管控视角的工程内部审计机制构建

北京市供用电建设承发包公司 王燕 国慧

64．创新内审思维 提升审计效能服务工商银行新常态下转型

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内部审计局昆明分局

65．内部审计专业化：新常态下高校内部审计的一场革命

湖南大学 吴清风 王宗宗

66．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发挥作用的途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高政华

67．经济新常态下效益审计方法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广东移

动基于 5E评级标准的效益审计案例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内审部 黄邦夏

68．新常态下以增值为导向的内部审计结果运用问题研究

——以 A电力公司为例

国网冀北电力公司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课题组

王瑞萍 许江波 王云 鲍喜

周建成 张默 张洁 周静 吕金格

69．银行内部审计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有效

防控创新业务风险

福建海峡银行审计稽核部 廖俊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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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电网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创新探索与实践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审计部

肖琴 姜振军 龚珂 李颖 向伟

陈麟 黎明 李均委 燕宪计 童江峰

71．新常态下有效发挥人民银行内审作用的对策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内审处 姚小燕

72．基于数据分析的外汇局事中事后监管审计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自治区分局 赵强 华洲

73．计算机审计数据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中国石油审计服务中心

贺健 韦宝峰 齐琦 贾淑娟

74．经济新常态下浙江电信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探析

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 任伟琴

75．探索新型组织建设 打造内部审计“新生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76．“新常态”下国有大型建筑施工企业隐蔽性工程审计方法探究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李浩铭

77．经济新常态下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提升研究——来自 XT

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专项审计调查

湘潭大学审计处 周旭枚 楚尔鸣

78．成品油销售企业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基于经济新常态下

审计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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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审计服务中心

梁湖青 王长山 于伯新 齐琦 李小红

贾淑娟 孙兰萍 李楠 崔蕾 吴昊

79．新常态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适应性建设分析及对策研究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政策法规部 何熠英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处 张世平

80．新常态下的电网企业内部审计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

付志刚 许丽杰 蓝存海 郭志华

81．主动适应 积极把握 勇于引领——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发

挥内部审计作用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王迎财

82．经济新常态下，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实现国有保险集团内部经

济责任审计全覆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区域审计中心 彭程

83．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提升企业价值的路径研究

广西北部湾银行课题组

罗军 玉志强 罗会蓉 何鸿雁 伍海滨 罗欣

84．企业增值型管理审计模式应用研究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杨晓芳

85．浅谈建筑企业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发挥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英瑾



— 20 —

86．浅谈经济新常态下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成本内部审计

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 邹英娜 吕坤

87．论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战略转型和价值提升

青岛远洋职业学院审计处 朱智莉

88．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审计信息化进程中的问题探讨

江西银行审计部 王玉林 陶玉兰 叶强

89．适应发展新常态 开创内审新局面——中国电建贵阳内部

审计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院审计与风险管理部

90．经济新常态下地税部门加强内部审计职能作用的分析与对策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宜春市地税局

姚剑波 刘光明 康彬 甘武

91．经济新常态下三级医院的风险管理审计探析

贵州省安顺市人民医院审计科 李永红

92．经济新常态下投资项目内部审计实践探索与思考

中交集团审计部 单璐 王新欣

93．适应新常态 确立新定位 开创新局面——德阳银行内部审

计创新实践

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昌义 王茜 郭静

94．创新工程项目盈亏测定方法 梳理再造审计业务流程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长安

95．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内部审计职能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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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奖

1．我国行业协会开展内部审计的现状与改进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武小莉 丁艺 易宇

2．经济新常态下立足高校内部审计预防腐败的思考

渤海大学审计处 解玉梅

3．浅谈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工作的转型升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张志

4．浅议航运低速增长新常态下租船业务审计价值增值作用的发挥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刘亚丽 张春悦

5．论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难点与对策

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局审计处 叶志兴

6．浅谈新常态下铁路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铁路总公司沈阳局审计处 张立超

7．新常态下政府部门内部审计路径研究

大连市审计局 孙玥 范静

8．浅析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并提高审计价值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江苏总队 刘昊 周莉

9．经济新常态下港口企业内部审计监督服务作用

大连港审计管理中心 安志国

大连市审计局 张莉

10．大数据助推新常态下石油内审创新与发展

玉门油田 王睿 关文志 张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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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油田 王欣

11．浅谈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程鹏鸥 徐忠仁 姜冰慧 任吉望 张瀚文

12．经济新常态下航运企业内部审计通过“三转”为企业提质增效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李梓浩

13．基于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

究——以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张婷婷

14．浅谈新常态下如何以科学理念引领油田审计工作创新发展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任希河 张春艳 金睿

15．新常态下如何开展农信机构内部审计工作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陈张莉 毛颖异

16．新常态下高校建设项目内部审计的内容和重点探究

中国民航大学审计室 宋毅

17．论经济新常态下将人员绩效纳入内部审计的可行性分析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吴春燕

18．群团改革背景下优化工会经审问题研究

上海市总工会 桂晓燕 宋德亮

19．浅析如何做好电力企业内部审计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宁东供电公司 高向莲

20．浅析新常态下群英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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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振华群英电器有限公司（国营第八九一厂）杨全燕

21．经济新常态下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作用探析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成都分局

22．基于新常态下审计成果在内控管理上的推动力实证探索

——以金融企业为例

宁波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3．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转型发展的探讨——以“信息化审

计”引领未来发展

中国联通审计部福建审计分部 张国敏 邱凤媛

24．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如何发挥作用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稽核部 易罗玲

25．经济新常态下油气田企业内部审计实现价值提升的探讨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课题组

徐永贵 陈丽华 田晓平 杨洪伟

文英 郭海虹 高红芳 孙艳

26．新常态下加强科研院所内审工作的思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 杨俊 杨兴月

27．浅谈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合肥市地方税务局 杨菊

28．认识把握寿险经济新常态 积极发挥内部审计新作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区域审计中心 司源

29．新常态下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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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北辰区审计局 于君

30．适应“新常态”提升军工科研院所内部审计风险管控能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 朱应飞

31．基于新常态的企业内部审计文化建设研究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任冠军

32．深入开展“三化两制”建设 做好新常态下电力企业内部审

计工作

国网廊坊供电公司审计部

刘春梅 王晓冬 张希增 王粤 李鹏程 马欣欣

33．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转型问题研究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上官萍

34．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发展思路探析

包商银行审计部 朱瑞利

35．新常态下南航集团加强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探索

南航集团审计部

36．探索新形势下审计计划管理新模式

华北油田分公司 宋冠俭

37．新常态下增值型内部审计在建筑施工企业的应用研究

中铁城建集团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朱晓玲

38．平衡计分卡视角下金融精准扶贫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与分析——基于模糊层次综合分析法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内审处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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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把握审计发展新趋势，提升内部审计

价值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博

40．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转型创新初探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课题组

焦陆晋 李岩 李钦州 戴勤仿

戚敏 迟洪涛 陈莹 崔友荣

41．企业内部审计关口前移分析

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江旭 季兴宏 朱坚萍 吴云开

42．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转型发展研究

广西梧州学院 魏乾梅

43．新常态下军工科研所创新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初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 吴贵烽

44．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内部审计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销售分公司 孙莎莎

45．关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初步研究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稽核部 赵永斌

46．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职能定位的政策思考——基于交通

运输系统的视角

广西交通运输厅课题组 张孟 玉志强 覃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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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经济新常态下“财务审计导向”信息系统审计规范的制定模

式研究

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刘杰

48．试述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核电企业内部审计如何增加价值

——以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为例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张秀梅

49．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对象和范围研究

南航集团审计部

50．适应新常态 做好 ERP环境下邮政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刘智文

51．略论邮政内部审计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转型发展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审计部 汪旭

52．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以中国人

寿新型预算管理审计实践为例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上海区域审计中心 王建翔

53．讨论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审计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鲁娜

54．新常态下实现高校内部审计工作新突破的几点思考

西南林业大学 吴建莲 赵晓惠 王喆

55．新常态下服务集团转型升级，中集内审在行动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督审计部 王颖

56．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全覆盖方案的研究制定与实践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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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集团审计部（审计中心）

张亚光 刘玥 王文静 徐晶晶

57．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的工作思路

大连船舶工业公司（集团） 王超

大连中船贸易有限公司 邹积权

58．新常态呼唤内部审计新状态

荆门市住建委 陈晓燕

59．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内部审计工作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徐敏

60．略论合理确定内部审计管辖范围——充分发挥内审作用实

现审计全覆盖的有效途径

阿拉善盟内部审计师协会 韩燕

61．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重点关注问题的探讨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赵景绚

62．构建基于风险导向的在线审计体系 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谷月英

63．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铁十五局二公司审计科 白国涛 邵宏泉

64．新常态下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转型发展探析

重庆市公安局 胡红辉 叶华 张家兴

65．经济新常态下医院医疗器械合同审计探析

重医附一医院 李爱群 何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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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浅析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稽核部 黄夏冰

67．浅析经济新常态下风险管理审计在内部审计中的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内审部 孙公山

68．基于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初探

中铁城建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任鑫

69．刍议新常态下公安内部审计的作用发挥

宜春市公安局审计处 陈贺龙

70．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内部审计转型与实践探讨

中国石化审计局北京分局课题组

杨墨霏 王永波 徐云平 魏以萍 王志民

牟洁 赵秀盈 孙洪松 董文龙

71．经济新常态下内审工作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吉林大学审计处 崔弘

72．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应对策略

中国银行广西分行稽核部 李米

73．浅谈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的新定位和新作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 封峰

74．探索新常态下实现村级审计全覆盖的途径

浙江省奉化市审计局 王越高

75．“新常态”下开展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几点思

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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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闵高扬

76．略论经济新常态下监狱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 魏向辉

77．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工作初探

云南省气象局党组纪检组（审计室）

杨春宏 易红梅 杨继德

78．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增值的探索与实践

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公司 易世江

79．新常态下内部审计价值增值路径研究

江西师大财政金融学院 廖惠甜 黄小勇

江西省内部审计协会 肖征山

80．论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课题组

郝其友 李霜 沙良军 刘明 王伟伟

81．公司内部审计的实践回顾及价值思考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佳 杨敏

82．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工作的战略转型与实现路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陆时华

83．浅谈经济新常态下对县级供电企业电费回收风险审计的思考

贵州电网安龙供电局 米昌华

84．新常态下构建证券公司审计“免疫系统”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稽核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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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审计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 王海员

86．经济新常态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影响

中国石化审计局广州分局课题组

葛尧森 陈文革 杨煌达 冯霞 廖观富 刘进生

87．经济新常态下内部审计的成长与创新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 胡勃

88．基于新常态商业银行转型视角下内部审计项目的创新研究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宁波办事处

金银助 陈丽华 周华华 乐慧 周瑾

89．经济新常态下公立医院物资采购内部控制问题探析

重医附一医院 李爱群

90．山东省工会经审工作现状与发展思路的研究

山东省总工会 蒋石宝 唐艳霞 李庆华 朱青

91．在“新常态”下提高内部审计价值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许欣瑜

92．浅谈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新思路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李云海 王娇

93．关于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的思考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武汉分局

94．经济新常态下关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质量提升的若干思考

国投资产管理公司 王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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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新常态下 A公司内部审计改革研究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尹维劼 高东 谢莹

96．适应新常态 发挥内部审计职能 助力事业单位改革

天津市排水管理处 姬毅梅

97．企业集团实行内部审计垂直管理的必要性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万峰公司 甘明瑞

组织奖

1．上海市内部审计师协会

2．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

3．广东省内部审计协会

4．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

5．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6．甘肃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7．陕西省内部审计协会

8．湖北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9．山东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0．内蒙古内部审计协会

11．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

12．新疆内部审计协会

13．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

14．国家电网公司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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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家外汇管理局内审司

16．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司

17．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审计部

18．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

19．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审计局

2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

2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

22．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审计局

23．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审计部

24．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审计部

25．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审计局

分送：本会正、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2016年 12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