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部审计协会文件
中内协发〔2018〕70 号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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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实施方
案》的部署，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于 2018 年 1 月至 6 月组织开展
了以“新时代内部审计的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群众性理论研讨
活动，共征集到论文 409 篇。协会组织学术委员对提交的论文进
行评选，评定出 354 篇获奖论文，其中一等奖 12 篇，二等奖 53
篇，三等奖 127 篇，提名奖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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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家单位获得论文组织奖。
为了激励广大内部审计工作者积极探索内部审计理论和实践，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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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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上陆续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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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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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一等奖
1. “大数据”时代创新型内部审计的探索与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内审部 茅芯
2. 基于概率树模型的审计质量评价方法研究——以央行征信信
息安全审计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内审处课题组
3. 新时代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研究——基于华录
集团内部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与思考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孙雪喆 张晋 宋辰涛 王程琳 方云 梁超
4. 挖掘审计整改三重价值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背
景下集团公司内部审计闭环整改体系构建研究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周律俊 周剑虹 王浩 张维
5. 构建基于“用户画像”原理的信息化审计模式提升新时代内部
审计质效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审计部课题组
杨丙森 赵宇红 王磊 刘长利 郑楠 祁诗存
王秀娥 蒋莉 孟亚敏 徐征 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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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流程切入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改进建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南京分局内审三处
课题组
王海 洪沛 张荣宝
7. 新时代财险公司内部审计质量管控模式研究——基于人保财
险监察稽核中心业务质量考评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审计部课题组
李福涵 陈京英 刘素立 易勇平
8. 我国中央银行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模式构建与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内审课题组
缪铁文 刘举达 范良军 颜雄兵
钟傲霜 蔡丽玲 刘嘉颖 赵滨
9. 探究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方式下内部审计方式的转
型与价值作用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任翔 梁玥 李楠
10. 外汇管理政策跟踪审计探讨——以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
慎管理政策为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厦门市分局课题组李世荣 马昱新 宋娴
11. 基于自然语言技术的内部审计风险预警框架构建与应用
——以 NJ 银行授信业务为例
南京银行审计部李猛 朱迎际 庄轶
12. 基于 Hadoop 技术的商业银行数据审计模式研究
天津农商银行内部审计部非现场审计中心 张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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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 新时代下人力资源数量合理性审计标准之探讨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内审部课题组
刘蓓蓓 欧颖君 徐慧萍
2.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低碳工程审计创新实践——以能源互联
网企业视角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审计课题组
杨丙森 赵宇红 葛兰 孟亚敏 孟庆霖
徐征 李荣静 崔智权 张浩妹
3. 风险导向模式下大监督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商业银行内控
“三道防线”联动协同作用的发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内控合规部
谭志斌 程俊 饶艳
4. 持续审计在大数据 PaaS 平台上的应用与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李雪筠 庞雪梅 陈鸿辉
5. 新时代电网企业全业务大数据审计研究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陈冬梅 厉雨
6. 新时代外汇行政执法风险评估与内部审计方法探索研究
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课题组
樊兵 刘雨萌 屈灵凤 贺涛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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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整合评价模式的高校内部审计工作评价体系研究——以
北京市教委对所属高校实施内部审计工作评价为例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首都经贸大学 北京市审计局联合课题组
陶春梅 张未 许江波 李万军 王莉 杨攀 孙蕾
8. 区块链在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昆明分局黄潞 赵军
9. 新时代背景下“蓝图导航+模型构架”数字化审计研究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淄博供电公司数字化审计课题组
胡新玲 许磊 林云 张慧英 韩超 王伟
10. 大数据时代如何深化高校审计信息化建设——以中普审计
软件为例
华南理工大学审计处雷巧萍 黄心德
11. 超循环理论视角下内部审计价值创新机制探究——以国有
施工企业为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课题组
周帆舟 黄建新 肖艳 程文超 张金华 王巍
12. 基于机器学习的跨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框架模型构建及应
用探索——以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张晓琴 李迎春
重庆理工大学 程 平
13. “阶段式全过程审计”方法与高效审计监督体系的建立
北京大学审计室王文娟 程洁

— 6 —

14. 初探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中内部审计价值的发挥
中粮国际审计部 杜燕
15. 智慧审计路径探讨及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实践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审计部黄钊 周建伟 李文权
16. 浅议内部审计在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中的作用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陈霞
17. 物资管理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在电网企业内部审计中的应用研究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余从容 林润英 李少华 王海英
18. 基于决策树模型的电网企业大数据审计方法创新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张永波 贾芮锋 王纳新
19. 税务系统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实践与思考
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 温蓓
国家税务总局临沂市税务局 陈玉华
20. 新时代国家审计内审指导监督与内审机构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天津市河西区审计局课题组
21. 期货交易所自律监管审计的实践研究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陈少军 朱文明 朱瑾 吴圣洁 张佩佩 刘昱
22.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以经常项目外
汇管理为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课题组
杨瑾 邵晓勤 王辉芒 任韵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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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质量发展视阈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研究——以市级供电企业为例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供电分公司 常书生
24. 商业银行战略审计体系建立及应用——基于 P 银行审计实践
探索分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审计局广州分局
陈境城 张浩然 曾昭雄
25. 基于新时代依法治企的审计整改评价体系创新研究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国网临汾供电公司
张瑞 邵保国 刘亚丽
26. 非现场审计理念及其在外汇管理领域的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跨境担保业务非现场审计的探索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分局课题组
毕德富 王雪 孔仪方 孟海鹏
27. 商业银行增值型后续审计研究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局昆明分局
陈了一 范正明 李杉杉
28. 基于 ANP 的高校政府采购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重庆大学审计处 伍清 王策
29.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路径研究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宋小梅 单永宏 孙海凤 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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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融和赋能，构建审计信息化云支撑体系
与实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审计部
杨小明 刘欣灵 郭佳 单松林 黄孝文
31. 基于大数据价值挖掘背景下的数字化审计创新实践——以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为例
重庆市电力公司数字化审计创新课题组
董建忠 赵雅欣 彭娟 凌鸿雁
唐飞 贾浩 杨毅 彭静
32. 大数据时代电网企业审计监控平台建设研究与实践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黄妙红 卢俊英 梁敏杰 李豪 陈海玲 吕伟康 沈虹
33. 商业银行合规风险内部审计探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上海分局课题组
黄纪宪 林跃武 申存晔 李锋 高鲁娟 顾智慧
34. 以强化审计整改为抓手梳理审计权威性研究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梁斌 吴容
35. 电网企业固定资产智能审计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以 A
电网企业为例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课题组
王瑞萍 张洁 田雨 周静 张海超 周秀丽 马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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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有 PE 机构小股东审计的探索与实践——“向审计要效益、
向审计要机制”
中非发展基金审计部 郑勇 方治刚
37. 人民银行大监督体系构想——基于内审视角的监督合力的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内审部课题组
罗育全 周洁 张玉芳 梁敏 程鑫
38. 关联规则挖掘技术在大数据审计中的应用探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高阳
39.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 IT 审计体系构建及在信息安全管理审计
中的运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局 郝笑一 刘震宇 朱江
40. 金融强监管时代大型银行内部审计信息化创新的实践和探
索——以工商银行为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天津分局
张杰 张勇刚 康健
41. 高校院系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绩效评价研究——以 S 大
学为例
上海大学审计处课题组 孙友霞
42. 十九大精神引领下的内部审计创新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大数据审计改革与实践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纪韶 刘宇欢 郭嘉玲 杨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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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铁路 PPP 项目关键风险点的审计重点及模式探讨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 刘宇
44. 新时代背景下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杨忠海
45. 新时代电网企业“四维一体”数据审计生态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课题组
王向阳 魏丽雅 胡璟懿 彭涛 匡尧 李晴 张兰澜 戴卓琼
46. 新时代下军工科研项目绩效审计方法实践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童琳霏
47. 基于“7S”理论的“数字化内审”管理体系创新与实践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董安有 刘莉莉 张耀宏 黄梅 张华
48. 农村商业银行内审价值增值途径研究——基于价值链和风
险导向的融合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宁波办事处 崔全利 陈丽华
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虞伟健
49. 嵌入式风险防控下审计项目服务外包的实践与探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内审部 张玲
50. 内部审计治理有效性研究——来自湖南省教育机构面板数
据的证据
湘潭大学审计处 周旭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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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浅谈鱼骨图在施工企业内部审计中的运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方）
陈明东 朱坤 李进 吴博 易强 曾祥红
52. 工程造价全过程风险的数字化审计预警系统研究——基于
物元可拓模型的应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分公司 生丽英
53. 新时代内部审计的创新发展——基于大数据环境下的联网
审计探索与实践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 陈圣朝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陈超
江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辜雅莉
三等奖
1. 国际审计准则变迁下，内审人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初探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中心西南区审计部
杨勇 李颖 冯宁
2. 以审计跟踪为切入点浅议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发展要求
——基于 PCDA 循环理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审计分部 尚轩如
3. 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依托大数据挖掘技术助力商业银行信
息化审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广州分局课题组
黄再红 黄泉进 罗彦 黄宁辉 詹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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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电力企业内部审计评价研究——以国网
宿迁供电公司为例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宿迁供电分公司
李江民 吴永勇 颜娟
5. 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研究与应用——以 C 物流公司为例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 祝梦雅
6. 强化数据运用，创新审计模式，提升审计价值——大数据分
析在业务风险持续审计的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内审部 陈丹 毛新平
7. 新时代电网企业内部审计“服务链”的机制和路径探索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三课题组
张选涛 倪志伟 严强宇 吉强 艾旭 刘莹
龚莉 袁点 敖健康 李浩尘 李巍
8. 转型管理审计 助力组织治理——重庆银行内审转型策略研究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澍 李慧 梁宵
9. 全成本核算背景下公立医院成本内部审计初探
天津市口腔医院 王林卯
1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数据在中国石化内部审计中的应用展望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南京分局
张仲帅 陈平 菅红芹 徐文琪 徐畅 周锋 史祥东
11.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趋势与方
法探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广东分部 张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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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计分析方法之基于审计前移的数据分析模型研究初探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审计处 廖霞
13. 产业模式变革为牵引的航天科研院所内部审计探索与思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 512 所
李宏宇 方漪 刘新华 周运强 夏世进 夏禹 李明
14. 新时代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研究——以广西柳
工集团为例
柳州内部审计协会 柳工集团审计部
莫晓钢 玉志强 高虹 郭涛
15. 新时代下电网企业持续经济责任审计模式的研究——基于
大数据分析对经济责任审计创新性探索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余从容 林润英 胡旋 赵欣宁 高志刚
16. 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化审计探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内审部
蔡金锴 宋仁芝 孔菲菲 陈志红 梅梅
17. 新时代下商业银行强化内部审计职能的途径探讨——基于
政府投资类项目融资风险专项审计案例分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南京分局 陈曦
18. 新形势下中央企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研究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审计部 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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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多业务系统建立审计模型的研究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周剑
20.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电力企业审计信息化模
式研究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赤峰供电公司 王雨佳
21. 浅谈效率导向下 FMEA 在工程风险审计中的应用——以采
购阶段为例
湖北中烟武汉卷烟厂审计科 杨佑佳
22. 新形势下涉嫌恐怖融资的特点、识别难点及对策建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分行内控合规部课题组
23. 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中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研究—
—以复旦大学全过程审计实务为例
复旦大学审计处 张育 刘丹丹 张晓钧
24. 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策略浅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审计部
刘妍 刘佳 罗芳 王航洁
25. 新时代下中国电信风险导向智慧化审计体系构建探索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张文华 赵卫华 曹圻
26. “一带一路”倡议下境外建设项目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基
于文化隐性风险视角
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 郑国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黄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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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于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审计现场作业的探讨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伟
28. 贯彻《新规》新要求 开创内审新局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昆明分局课题组
邓小丽 李晓瑜 周静文 张渤
29. 新时代油田企业内部审计全覆盖实务研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审计处
姜剑锋 岳明凯 郭春宝 马昱 邹静
30. 基于业审融合的电网企业数字化审计应用研究——以 A 电
网企业为例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课题组
王良 杨震 田雨 冯辰虎 刘晓玮 张宇 高雨
31. 探索新时代工程领域信息化审计新方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内审部理论研讨课题组
王伟 林艳萍 熊昌祈 方莉莉
32. 内部审计如何开展招投标审计防范风险提高效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滑为
33. 新时代下创新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审计的探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包凌霞 陈荔园 吴昊 张林杰
34. “常态体检”式新型审计服务体系的构建与探讨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 曾祥敏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南昌供电分公司 汤希苑

— 16 —

35. 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中应用探析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梁雪琴 陈肯
36. 建立新时代审计、内控建设及风险管理共享工作机制，实现
三位一体内部监督全覆盖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刘莉洁 陈征宇 张健 王芊 岳红 杨余
37. 商业银行跨领域风险的内部审计创新研究——基于工商银
行内部审计实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成都分局
滕灏 杨金鑫 柴静谊 周莉凡 范庆华
38. 新时代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防控廉政风险路径探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审计处
贾婧轩 黄莺 强薇 刘思言 刘若昕 李涵
39. 新时期电信通信行业内部审计防控风险的创新发展与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李雪筠 庞雪梅 陈鸿辉
40.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咨询职能探索研究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倩 孙倩 文娟 廖煦 马莎丽
41. 基于 PDCA 循环的内审助力外汇管理业务廉政风险防控探究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课题组
陈瑜 卫凤仪 段军文 赖洪婷 章霁 张家华 曾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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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时代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机制的创新发展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 柳州内部审计协会联合课题组
施沛润 玉志强 梁培发 韦丽华 赖敏超 高虹
43. 关于新时代内部审计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考
国家开发银行沈阳审计分局 顾晓琳 田烨 李小龙
44.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黄山电网绿色审计实践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黄山供电公司
吴晓蓉 江志强 王国兵
45. 商业银行合规风险内部审计探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上海分局 李锋
46. 新时代铁路行业内部审计转型发展浅析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郭鹏威 黄鹏
47. 浅议工程造价审计信息化推手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王虓 曾山 聂常文 舒婷 张娟
48. 大数据时代内部审计创新发展方法和方向探究——以中国
联通内部审计实践为例
中国联通黑龙江省分公司审计部 李晶新
49. 全覆盖背景下的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机制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罗金明 陈玲
50.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途径实务研究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滨海审计分处课题组
张晓强 王昊 刘向 崔莹 张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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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探索内部审计保障国有保险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思路
人保财险成都监察稽核中心 何轩
52. 三螺旋闭合循环视角下的内部审计价值提升研究——基于
太保集团内部审计的实践探索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
周仲平 谢力 俞仁智 张凭 沈绍伟
53. 从微笑曲线看海关监督效能管理
广州海关督察内审处 罗亮亮
54. 新时代绩效审计方法的运用于创新——基于广州市公安局
审计处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实践
广州市公安局审计处课题组
潘白海 丁朝霞 王目平 李勉 陈伟波 蔡泽蓉
55. 十要素法提升审计工作底稿质量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审计处 王新
56. 文化事业单位新时代内审的创新思维——以公共需求为导
向的资源供给侧管理路径探析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沈梅 周天媛
57. EPC 工程总承包条件下的全过程审计研究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王婷 刘熙
58. 廉洁风险导向审计在采购业务领域应用探索
南通远洋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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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知识图谱网络在银行内部审计的应用研究
中国光大银行 胡浩 穆立 庄世杰
60. 提高站位 融入体系 开创内部审计新时代的思考及探索
辽河油田公司 方海峰 张庭全
61. 基于质量管理方法在构建系统化内部审计管理体系中的研
究和应用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审计部 刘佳欣
62. 新时代银行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可能途径与改革方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总审计室 王丹 焦光辉
63.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与应用——ERP 系
统内控评价自动评级成果展示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袁之会 张煦
64. 关于全面风险管理在新时期转型与发展的研究与思考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孟志新
65. 创新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升寿险企业内部审计价值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区域审计中心 司源
66. 以科技开发项目审计为抓手

推动新时代内部审计创新发

展——以高炉无料钟炉顶课题项目审计为例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魏雪清 黄学英 尹小华
67.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质量提升的创新探索：来自工商银
行内审西安分局的实践经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西安分局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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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基于合规视角的企业出口管制内部控制机制研究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袁帅
69. 新时代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与实务探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审计处
高莎莎 吴旭然 冯春鹏 许晓颖 徐宏光 孙彭飞
70. 新时代金融市场业务的审计创新研究——基于农商银行的
实证分析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朱庆英
71. 聚焦新时代三大要求，全面提升内部审计价值
国家开发银行成都审计分局
吕峰松 林国庆 廖苏 李森林 易世明
72. 大数据背景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总审计室 冯磊
73. 新时代内部审计制度创新：国际比较、制度构建与电网企业
实践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课题组
王向阳 魏丽雅 彭 涛 胡璟懿 戴卓琼
74. 新时代推进税务系统内部控制审计的思考
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联合课题组
陈虹 何青 李琳 林其韬 雷友芳
75. 企业经营管理风险控制量化评级评价研究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邱国峰 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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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转型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巩雪 赵颖 汪华 居媛 张亚囡
77. 核电企业招标审计标准化的思考与实践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审计处 王华
78. 区块链技术在电网企业重点资金实时监控中的应用探索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审计部 张志斌 陈婷
79. 互联网保险业务专项审计思路与方法探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监察稽核中心 陈冬梅
80. 对新时代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内部审计的若干思考
中国地震局 王晓萌
江苏省地震局 邵春永 张艺
81. 内部审计在建设项目管理中实现增值功能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李国超 王玮 郭晓梅
82. 浅析如何利用大数据开展国有企业利益输送问题审计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刘军 王海桐
83. 构建基于“三位一体”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新
体系——基于 F 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实践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刘瑞芳 吴慧勇 林熠 王瑜 杨年胜
84. 新时代下区块链数据集成技术在内部审计服务中的应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袁韶卿 任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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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 探索转型实现新目标——航天科技八
院内部审计转型探索与实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
李天雁 陈红路 陈盟飞 张静 何勇礼 何绍华
86. 新常态下公安内审工作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研究
北京市公安局审计处 苗欣兰
87. 新时代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咨询职能发展研究——基于宁波
实践的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中心支行内审课题组
孙震 张跃群 高睿 沃野 卢俊峰
88. 新时代下内部审计发展驱动分析
国家电网公司华北审计中心 李昂 李俊 王东妹
89. 大力推广订单审计服务 助力支撑企业改革发展——中国电
信江西公司“订单”审计服务实践与思考
中国电信江西公司审计部 郑茂满
90. 铁路企业内部审计组织方式分析及创新研究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 余锐 陈锋
91. 高校工程项目委托审计付费模式激励路径选择——以河北
省高校为例
河北经贸大学审计处 印娟娟
92. 商业银行集团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基于商业银行审
计业务分析
中信银行审计部 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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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利用境外社会审计报告有关成果提升内部审计工作效能之
研究
中远海运北美审计分部 惠金玉
中远海运欧洲审计分部 龚绍明
94. 浅析大数据时代银行内部审计转型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明德 孙志军 王一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总审计室 徐昆成
95. 新时代下企业内部审计价值提升与创新
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
向宇艳 许意杰 庄靖源 戴锋
96.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研究与思考——浅析如
何走好新时代的内审长征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 李金懋
97. 依托监督管理信息化构建税务系统内部审计质量管理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 魏星
98. 论新时代电信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创新
中国电信福建公司审计管理部理论研讨课题组
林蔚宇 陈小琴 蔡潮汛
99. 创新国有建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促进新时代企业内部
审计的新发展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英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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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工程项目审计研究与探讨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姚筱樑 鲁峥 胡意臻
101. 大数据环境下内部审计发展趋势研究——以某城市商业银
行为例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何伟民
102. 关于新时代石油企业内部审计创新与发展着力点的思考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 李琰
103. 严监管环境下信托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思考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李虹钢 肖娟
104. 浅析大数据背景下海关行为导向型审计模式的思维确定
海关总署督察内审司 周欣
105. 新时代背景下城商行内部审计工作创新研究
潍坊银行审计部 李子刚 常琪
106. 基于数据特征的反舞弊审计——“老鼠仓”案件查处过程的
启示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栾玉杰
107. 新时代背景下施工企业推进审计全覆盖的创新研究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分公司 江瑜
108.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公司年度审计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 王兆霞 麻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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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税务部门开展效能督察的理论探索与应用思考
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 刘伟 彭建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王宏伟 李麦玲 马鹏德
110. 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的高校内部审计管理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审计处 罗金明 陈玲 陈琴
111. 大数据背景下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思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监察稽核中心
尹会岩 陈宝 郭新
112. 基于 SWOT 分析新时代油田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创新发展
战略思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分公司审计处
童玲 杨诗华 余宝红 谭伟 李德军 李春霞 李云华
113. 中国华电内部审计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与实践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马万隆 郭栋
114. 探索新时代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经济责任审计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课题组
陈利官 王云生 陈增宝 缪学勇 钟铃华
115. 新时代背景下通信企业审计创新研究
中国联通集团黑龙江省分公司审计部 沈禹
116. 精准发力 以创新发展引领内部审计价值提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审计处
曹秀梅 杨思中 王静 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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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铁路企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研究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 李军卫
118. 创新扶贫贷款跟踪审计方法探析
国家开发银行直属审计分局 陈莹 杨阳
119. 信息化审计工具在内部审计中的应用——建立“大数据”时
代下的新型内审体系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效愷 杨军 朱启宇 王睿璇
120. 基于 5W2H 分析法对内部审计质量的研究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潘敏
121. 新时代背景下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协同路径分析——基于
内部审计视角
威海市立医院审计科 安波 王霞
122. 金融科技企业的内部审计在新时代下的创新研究
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张亚凡 冯伟睿 焦艳 冀方圆 刘斐 宁亮亮
123. 新时代航运企业内部舞弊审计初探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劳务子公司 胡萍
124. 以创新领航新时代内部审计发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审计处
杨彬 郝其友 荆树清 韩亮 郭佳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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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新时代新疆农村信用社行业审计监督体系探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陈梁萍
126. 浅谈大数据时代，监管科技发展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和应对
中信银行审计部 李艳东 彭雯鑫
127. 新时代国家电网企业内部审计研究——基于习近平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思想论断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司审计部 李云香 杨琳

提名奖
1. 新时代省联社行业审计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路探索——以陕西
省联社行业审计为例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李泉
2. 加强“软”思考、突出“硬”实践，跳出企业内部控制效率与风险
悖论的理性选择
中国电信江苏分公司审计中心 胡志强
3. 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策略和实践
广西审计厅 广西大学联合课题组
陈勇新 谭银花 玉志强 韦丹丹 付文科
刘婧 王颖 梁菲 徐蔚 陈诗辉
4. 浅谈大型造船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以 S 企业为例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黄敏 后春巧 吴小为 姚慧 臧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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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下中央企业内部审计创新之路——以国投公司为例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魏峥
6. 创新联网审计机制 强化信息化环境下的审计监督效能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沈熙 乔媛
7. 浅谈军工科研事业单位改制背景下内部审计的改进与创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 李颖
8. 建设项目审计集中化的风险防范及管理创新——中国移动江
苏公司案例研究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内审部 李侠 花俊仁 季晓明
9. 派驻审计机构管理审计实践与探索
国家开发银行广州审计分局 魏荣
10. 新形势下高校科研经费管理风险点及审计实施研究
吉林大学审计处 蔺德刚 陈俊 冉丹
11. 关于基层人民银行审计整改系统的思考——基于 ASD 理论
的分析框架
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 温暖 刘国霞
12. 新时代内部审计方式的创新发展——以教育系统内部审计
方式为例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 李庆春
13. 审计在石油企业适应新常态经济中的价值研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冀东油田分公司
班允鹏

张洪生

— 29 —

14. 大数据时代对企业内部审计影响的研究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艺蓓
15. 如何借助常用办公软件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审计部 齐光正
16.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发展的机
制和途径探索——基于内部审计视角
淮南矿业集团审计处 孔磊
17. 科研院所落实内部审计规定的几点思考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田静 尹晓叶 张长春
18. 新时代背景下大型央企大数据审计平台构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纪检监察与审计部
赵奥
19. 担当与专业并举 瘦身与健身并重——国地税合并形式下对
税务督查内审工作的思考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 李文权 饶呈祥
20. 浅谈新时代铁路企业内部审计的创新发展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 尹皎
21. 大型国有集团企业内部审计基于关联业务数据流进行持续
审计的浅析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孟琨研
22. 运用大数据思维强化海关内部监督
海关总署督察内审司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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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浅析工程审计在工程项目建设成本控制中的作用
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王烨 吴园
24. 内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现路径探析——基于双
重管理体制下的基层内部审计视角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监察审计处 刘芬
25. 新时代加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内部审计文化建设的思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审计处
杨子彦 张强 朱秀侠 董宝池 梁小斐 王政
26. 央企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戴枫
27.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发展新趋势
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宋丹
28. 造船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初探——以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为例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刘峰 黄敏 姚慧 臧丽娟
29. 新时代下因公出国（境）经费审计的方式方法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申颖哲 邵丽敏 高斯若 王宇利
30. 新时期下电力检修企业项目部联合审计实践探索——基于
大唐山东检修运营公司项目部联合审计工作开展的研究
大唐山东电力检修运营有限公司 龙慧勇 张婷 张雁生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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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高速公路工程决算外包审计质量管理，提升内部审计效能
——以江西省高速公路集团外包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决算审计为例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 刘详扬
32. 新时代开启内部审计事业新征程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康慧斌
33. 谈新时代内部审计如何助企业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增强竞争
增效能力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审部 王俊生
34. 基于治理视角的海关内部控制审计研究
哈尔滨海关 王雪莹
35. 税务系统内部审计工作探讨
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联合课题组
宋丽 钟媛 徐宝富 李永钢
36. 运用批判性思维推进新时代内审工作再上新台阶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李相奎
37. 新时代公安内部审计发展方向研究
吉林省公安厅审计处 宋朔
38. 新时代中石化内部审计发展创新探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审计处
王战捷 唐鹏飞 张良豹 张启航
濮敏 俞先亮 翟洪波 邓强 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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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迈向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开创国
有投资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新局面——以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为例
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程芝映
40. 新时代审计视角下企业监督体系研究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陈洪
41. 论访谈在内部审计实务中的应用
中国人保财险广州监察稽核中心 晏先锋
42. 运用 PDCA 管理循环提升内审工作实效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韩朝晖 袁萍
43. 探究“审计成果”向“审计效果”的转化路径——以 A 公司为例
中建方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王卫国 王军强 孙天硕
44.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价值拓展的新实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总审计室 张斌艳
45. 新形势下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模式和方法的几点思考
国家开发银行直属审计分局 吕震浩 孙艾玎
46. 对基于审计需求分析模型进行内部审计立项的思考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敏
47. 平衡计分卡视角下邮政企业构建增值型内部审计探究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周金凤
48.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探索与实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 刘荻 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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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创新工作思路方法，服务集团发展战略——对国投集团审计
工作创新的思考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张海娟
50. 新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实现内部审计创新发展
北京农商银行审计部 刘晓华 秦楠
51. 当前金融监管形势下金融机构内审工作的关注要点思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苏州分部 王利强 俞琳黎
52. 新时代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质量的思考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闵高扬
53. 新时代企业内部审计如何实现更大作为——基于中国石化
集团内部审计工作实践论述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广州分局
曹新 陈文革 葛尧森 廖观富 刘进生 黄伟哲
54. 非现场审计在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中的创新发展与对策
兰州银行稽核部 郑如轩
55. 对企业创新环境下内部审计变革的研究
中化集团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 戴文浩
56. 基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新常态下提升审计履职能力的思考
中信银行审计部 张松
57. 新时代下内部审计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分公司审计部 王勇
58. 新时代国有施工企业内部审计价值改进创新研究
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审计部 李靖
— 34 —

59. 新时代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创新之路——基于 SWOT 分
析方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总审计室 张婷婷
60. 关于在矿山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开展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思考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有色控股审计部 李少猛
61. 浅谈新时代企业内部战略管理审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审计中心 陈晖
62. 公路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的创新与发展研究——以广西新发
展交通集团建设的普通公路建设项目跟踪审计为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课题组
张孟 邓启雄 玉志强 龙志 陈静
63. 内审视角下我国商业银行反洗钱问题研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安徽分部 吴雨婷
64.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风险探讨
中信银行审计部 黄永平
65. 利用信息技术推进内部审计一体化监督服务转型——以湖
州银行内部审计信息化改革项目为样本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唐璐 沈皓骏
66. 新时代浙江农信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若干思考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课题组
祝晓平 王毅栋 吴通政 郑建华 王三良
俞弘望 华敏 王蔚敏 潘艳 王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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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内部审计实行标准化管理问题研究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高蚕雪
68. 浅谈内部审计在企业海外并购时可以发挥的风险防范作用
中远海运东南亚有限公司审计分部 陈润威 华晓清
69. 新时代下浙江电信审计风险库创新探析
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 任伟琴
70. 关于新时代高校工程审计创新发展的思考
兰州大学审计处 罗路 张玉 彭臻
71. 创新审计推动建筑企业健康发展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梁正英
72. 浅谈湖北移动内部审计实务知识成果的管理及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内审部 陈俊 陈皎
73. 围绕重大风险管控核心，持续提高内部审计增值服务功能—
—某工业互联网公司经营管理审计案例分析
北京航天云路有限公司 郭晓峰
74. 把握内审新规 推进公安审计创新发展
江西省公安厅审计处 刘雯
75. 新时代 高校内审新发展之理论思考
河北经贸大学审计处 张世敏 杨琰
76. 公立医院工程结算审计经典案例分析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周海军 陈娟
77. 创新审计工作实践

促进审计成果转化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部 邓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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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新时代内部审计组织管理创新发展研究——以山西省省域
教育治理为视角
太原理工大学审计处 王红敏
山西省教育厅 赵聪明
79. 新时期内部审计创新发展方向研究
大连市审计局 孙玥
80. 新时代高校审计创新发展路径
内蒙古大学审计处 祁兴慧
81. 国有独资公司内部审计资源整合及风险防范创新对策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孟祥云
82. 基于 COBIT 的央行内部审计信息化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六安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董友贵 苏明根 申琳燕 胡光辉
83. 新规定下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研究——以 S 院为例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审计室 刘玲
84.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引领内审新时代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石油分公司审计处 孙锁柱
85. 关于内部审计的创新发展——油气田企业“审计+监察”监督
新模式的构想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 谯爱梅 储文胜
86. 新时代内部审计创新发展之路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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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探析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下的内部审计工作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 卓思超
88. 关于提高铁路企业外购审计服务质量的思考
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团公司 郭鹏威 张娟 陈晓斐
89. 新时代下围绕交易所战略开展的内部审计探索
上海期货交易所内审合规部 陶晖
90. 新时代下国企内部审计的发展趋势探讨
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高梦博 仲杨梅
91. 内部审计最终目标——突出推动整改与促进发展一体化
中铁房地产集团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王佳
92. 贷款流向房市风险审计探究
浙江台州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亚运
93. 四川省高校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西华大学 游春 江林
四川省教育厅 张洁
94. 新时代背景下增值型内部审计的路径探讨——基于科研院
所内部审计的视角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陆铭
95. 以信息化为抓手，开创新时代金融企业内部审计新局面
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潘孝凯 周海莹 翟登前 蒯化平 郭书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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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未来智能财务下的内部审计发展浅析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事局北京分局 刘召金
97. 知行合一，查改一体出实招；变革求新，审计整改在路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山东分部 马瑞捷 孙文宇
98. 基于鱼骨图的内控缺陷归因分析——基于某集团公司信用
管理方面内控缺陷的数据研究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巧荣
99. 浅谈企业如何提升审计成果运用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李国臣 廖燕 任彪才 关新体 陈勇刚 董连成 邱磊
100. 新时代供电企业内部审计发展与创新的机制和途径
国网安庆市供电公司审计部
刘维 李霞 周克清 孙志红
101. “五位一体”推进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创新发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广西分部 李米
102. 新时代内部审计的创新发展，全面覆盖，聚焦防范重大风
险，促进企业提升运营质量
中粮置地有限公司审计部 蔡丽娟
103. 关于内部审计如何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几点看法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高国峻 张照桓
104. 基于平衡积分卡和耦合理论的内部审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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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新时代增值型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研究——基于 Sunny 公司
内部控制审计创新发展案例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徐建汀 陈俊英 李东玲 杭菁菁
106. 施工企业内部审计实现审计内容和审计范围一体化管理的
对策分析
中国铁建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电气化工程公司田六甜
107. 新常态下影响财务审计质量的内部因素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审计部丁洁琼
108. 第三方支付业务风险及审计思路方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局广州分局
惠玉 周志聪 李婷
109. 新时代下公安审计提升内部控制治理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宁波市公安局审计处 傅培佳 葛绍丰
110. 新时代下国有企业应加强对控股公司的审计力度——以某
运输企业为例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刘秋妍
111. 新时代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质量提升
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田笑涵
112. 炼化企业建设工程项目以风险导向跟踪审计探讨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公司审计监察处
张鹏飞 刘选德 高立建 韩星 彭博 白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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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探索实践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刘迅 刘伟 郝丽娟
114. “两穿两查”审计法在审计过程中的应用
国家开发银行直属审计分局 翟宇姣
115. 浅析严监管形势下防范违规套取费用审计应对策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王凤麟
116. 新时代内部审计借力全方位数据分析提高审计效率
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 李雪英
117. 浅谈新时代下科研院所内部审计的创新发展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 贾琪 陈盈 董瑜
118.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作用及途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总审计室 蔡沅鑫
119. 把握国企监管新形势，展现审计监督新作为——央企集团
公司内部审计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霍雨霞 戴枫
120. “一带一路”下国有企业海外项目内部审计探究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晓丹
121. 新时代内部审计责任的思考
中船重工第七〇五研究所昆明分部 陈红霞
122. 大数据时代下内审模式创新浅析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内审处 周淼 欧顺田 李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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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浅析新时代推进财务公司内部审计向全过程转变的新举措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梅建军 梁耀中
124. 整合期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与评价的实践探索——以 A
公司为例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婷 舒萌
125.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内部审计实现价值创造之路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 梁昊天
126. 新时期保险行业内部审计转型创新研究
中国人保财险郑州监察稽核中心 冷晓萍
127. 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探索企业内部审计管理的创新与实践
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马效峰
128. 新时代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增值创新——决策与设计
阶段的投资控制
华南理工大学 占友林 叶艳花
129. 内部审计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探析
宁波市海曙区审计局 卢纳新 周学军 王昱
130. 传统军工制造企业内部审计在新常态下如何助力企业目标
实现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 汪晓舟
131.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创新发展路径探究——基于 H 银
行内部审计的实例分析
徽商银行审计部 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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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新时代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创新发展
哈尔滨市公安局审计处 宋建国 宋艳波
133. 国有企业基于“卓越绩效”十一项价值观的内部审计工作创新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孙健 顾君
134. 新时代下医院内审工作的思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林瑞坚
135. 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朱元圣
136. 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亟待解决的几大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审计处 汪宗亮
137. 以强化成本费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张志萍
138. 浅析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中国人保财险南京监察稽核中心 王琦 王秀英 孙大勇
139. 浅谈医院内部审计发展现状及工作建议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杜娟丽
140. 浅谈新时代提升煤炭国企内部审计质量措施及建议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红会一矿审计部 刘芳
141. 开展价值增值审计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审计和风险管理部 郝致祥
142. 浅析医院内部审计风险及其对策
山西省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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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期商业银行信贷审计的新
特点 新目标 新举措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总审计室现场一处 李晋
144. 提高内审质量、完善内控机制——A 市投资集团内审质量
影响因素分析
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乔建邦
145. 浅析新时代内部审计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保定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梁翠云
146. 新时代内部审计的创新与发展——浅谈信息化如何在内部
审计中落地生根
云南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姜晓玲
147. 探究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附加管理咨询的价值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柴雪映
148. 创新管理理念 铸就审计利剑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课题研究组
149. 基于闭环式管理下加强内部审计工作质量的若干思考
宁波市奉化区审计局 叶露
150. 创新内审方式 为新时代医院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肖立萱
151. 关于新时代内部审计创新发展的思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区域审计中心 王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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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浅析企业内审如何在供给侧机构性改革中发挥作用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郭洁
153. 新时代下中邮保险分支机构内部审计的创新发展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肖梦惠
154. 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探寻内部审计创新发展新途径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朱国平
155. 信息化环境下港口内部审计的思考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陈成飚
156. 新时代下国企内部审计新思路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王博
157. 医院自营方式食堂财务收支审计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李卫兵
158. 浅谈提高邮政支局所营业场地利用效能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德宏州分公司 余自维
159. 长风破浪时 云帆度沧海——论新时代内部审计的创新
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有限公司 王斌
160. 提升内部审计服务企业战略能力的研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 王宇涵
161. 新形势下国企内部审计创新之我见
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司基建监察审计部 周翔
162. 新形势下企业内部审计转型与创新的探讨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 张秀梅

— 45 —

组织奖
1．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
2．天津市内部审计协会
3．湖北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4．广东省审计厅内部审计监督处
5．上海市内部审计师协会
6．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
7．重庆市内部审计协会
8．湖南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9．山东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0．黑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
11．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
12．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
13．江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4．福建省内部审计协会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审计协会
16．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
17．内蒙古自治区内部审计师协会
18．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19．云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陕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21．甘肃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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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教育审计学会
23．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交通分会
24．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审计部
25．国家外汇管理局内审司
26．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27．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本部
28．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29．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30．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局
3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局
3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
33．国家开发银行审计局
34．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
35．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36．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部
37．中国铁路总公司审计和考核局
38．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39．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40．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内审部
41．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4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与审计部
43．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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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审计局
45．中国石油天然气集有限团
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分送：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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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