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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
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

”

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时代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

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推动审计事业高质量发

展,中 国内部审计协会 (以 下简称中内协 )、 中国时代经济出

版社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将联合举办一

期
“
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

”
专题培训班,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

下:

一、培训形式

本次培训将采取
“
面授+网络同步直播

”
的形式。

二、培训时间

⒛ 22年 8月 22日 至 26日 。 其 中 :8月 22日 面 授 参 训 学 员 现 场

报到、直播参训学员网络测试,23日 至26日 4天上课。上课时间:

上 午 9:00△ ⒉ 00,下 午 14∶ 00-17∶ 00。

三、培训地点

面授培训地点:北京 (具体培训地点将在开班前发布的
“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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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时间 专题课程名称 授课专家

1

8月 23日

9:00-12:00
新时代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会长

0
∠

8月 23日

14:00-17:00
新修订 《审计法》精要解读 审计署法规专家

8月 24日

9∶ 00-12∶ 0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

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审计署

审计科研专家

4

8月 24日

14:00-17∶ 00
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案例分析管理

中天恒咨询公司

专家

8月 25日

9:00-12:00
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及风险防范

审计署

经济责任审计专家
‘
υ

8月 25日

14:00-17:00
经济责任审计责任界定及评价

8月 26日

9∶ 00-12∶ 00
审计机构管理与内部审计质量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审计师

°

o

8月 26日

14:00-17:00

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场景下

的审计实务

南京审计大学

教授

训班入学通知书
”

中明确 )。

四、培训专题及师资

五、收费标准

(一 )面授培训费

面授培训的收费标准为3200元 /人 (不含食宿 ),交费方式

见附件 1。 食宿费收费标准按当期
“
培训班入学通知书

”
所列标

准执行,学员报到时在入住的宾馆缴费,由入住宾馆按照本期

培训日期为学员开具发票。

(二 )网 络直播培训费

网络直播培训的收费标准为2800元 /人 ,交费方式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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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训证书

培训班结束后,通过中内协报名平台报名参训的学员可通

过中内协官网 (www。 ciia。 com。 cn)首页
“
职业教育

”
的引导,

在线打印
“
后续教育的学时证明

”,需要由中内协、中国时代

经 济 出版 社 盖 章 的结 业证 书请 将订 单 号发 送 至邮箱

慨ngpoiaCiia。 c。 m。 cn申 请领取。

通过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报名通道报名参训的学员,都将

获得由中内协、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盖章的结业证书。

七、参训注意事项

(一 )培训班严格执行所在地区疫情管控措施,凡参加面

授培训的学员须配合工作人员和入住宾馆做好相关防疫工作

(如培训地所在防疫部门需入住人员提供其他相关证明,中 内

协将会在
“
培训班入学通知书

”
中注明 )。 请学员自各符合防

疫要求的口罩,在学习期间按个人情况携带常各药品等。

(二 )学员应自觉遵守培训各项规定,无特殊情况不到宾

馆外就餐,尽量减少因人员聚集带来的疫情风险。

(三 )学 员在培训学习期间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与

疫情相关的
“
疑似

”
症状,应第一时间告知培训班工作人员,

并听从培训组织方的安排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四 )14日 内进 (返 )京人员和在培训班开班前14日 内有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建议参加网络直播培训,不建

议参加面授培训。

(五 )如 因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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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方式无法实施时,中 内协、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统称主

办方 )有权按照有关法规规定或者政府部门的要求取消面授培

训方式。主办方将及时通知报名面授参训学员,协助其转为网

络直播培训方式学习并退还差价款项。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学

员的任何损失,主办方不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

附件:1。 面授培训报名办法

2.网 络直播培训报名办法

中国时代
÷绛

匕o:q4o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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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面授培训报名办法 

 
一、报名方式 

学员通过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培训平台报名参加本期面授培

训班，请直接登录中内协官网（www.ciia.com.cn），点击“职业教

育—面授培训班”栏目在线报名，报名时间自本通知公布起至当

期培训班额满后报名系统自动关闭为止。 

二、报名成功确认 

学员提交报名信息后，是否报名成功以能够下载打印“培训

班入学通知书”为准。请各位学员收到“培训班入学通知书”后，

再根据通知书中列明的时间、地点确定行程安排，前往报到（培

训班一律不接待家属）。 

三、培训通知书取得 

报名成功的学员可在开班前 10 天在中内协官网首页左侧

“职业教育—面授培训班”页面点击“学员登录”在线下载。 

四、学时证明 

参加面授培训的学员修完课程后，可在培训班结束后登录协

会官网，进入“职业教育—面授培训班”栏目，点击“培训证书

查询入口”，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后 6 位”，即可查验本人参

加后续教育的记录，在线打印“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培训证书”，

作为内部审计人员参加后续教育的学时证明。 

五、咨询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老师、张老师 

联系电话：（010）82199869/54/70 

E-mail：zhijiao@ciia.com.cn 

 

http://www.ciia.com.cn/
mailto:zhijiao@ciia.com.cn


附件 2： 

网络培训报名办法 

 

一、报名方式 

学员通过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培训平台报名参加本期网络直

播培训，请直接登录中内协官网（www.ciia.com.cn）“职业教育

—网络培训”页面，进入“选课中心—直播课”栏目进行选课和

购课。为保证直播期间正常参加培训听课，学员须在直播课开播

前一日完成选课和购课，单位集体购课请与中内协职业教育部联

系。 

二、购课流程 

第一步：注册及登录账号 

学员进入中内协网络培训页面（http://edu.ciia.com.cn），点

击右上角“登录”按钮注册及登录账号。 

第二步：选课 

进入“选课中心—直播课”选课并点击购买后，页面跳转至

订单详情页面。 

第三步：支付、开课及发票开具 

（一）支付方式 1：支付宝支付 

在订单详情页面填写发票信息，支付方式选择“支付宝”，

而后点击“立即付款”，扫描页面的支付宝二维码付款后课程即

时开通。 

（二）支付方式 2：网银汇款支付 

1.在订单详情页面填写发票信息，支付方式选择“银行汇款

/转账”，而后点击“立即付款”，进入“我的订单”页面后,记

录要开通课程的订单编号。 

2.将“订单金额”转账至中内协账户,信息如下： 

账 号：020000760900465278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收款单位：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汇款时附言：“网络培训”及“五位 ID 号” 

3.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开课申请 

网络培训电子邮箱：wangpei@ciia.com.cn,请在邮件中注明如

下内容： 

（1）邮件名称：“申请开课”； 

（2）邮件内容：需要开通课程的订单编号； 

（3）邮件附件：汇款完成的截图。 

网络培训管理员收到邮件并核对信息无误后，将在 1-2个 工

作日内开通课程并以邮件方式告知学员课程已开通。 

（三）发票开具 

中内协将按每笔订单为学员开具“培训费”发票。 

三、观看直播 

学员使用电脑或手机端浏览器打开中内协网络培训页面，登

录个人账号后，进入“听课中心—直播课”，点击对应课程进入

直播间观看直播。使用电脑观看请务必使用 QQ 浏览器或 360 浏

览器，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出现观看不畅等问题。 

四、学时证明 

直播结束后学员对课程进行评价，评价完成后点击右上角

“获取证书”按钮，在弹窗中勾选需要获取证书的课程并点击“获

取证书”，学时证明将出现在“我的证书”中。请学员务必在课

程回看期截止前完成评价并获取证书（注意：学员若在课程回看

期内点击“获取证书”，则系统自动关闭回看权限）。 

五、咨询与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老师 崔老师 路老师 

联系电话：（010）82199837/71/59/70 

电子邮箱：wangpei@ciia.com.cn 

mailto:wangpei@cii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