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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拟表彰的全国内部审计先进集体名单

北京市

北京市公安局审计处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直属分局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组织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天津市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天津市公安局督察审计总队

天津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务审计中心

河北省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河北省公安厅审计处

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河北经贸大学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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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审计处

山西省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审计部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内蒙古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审计处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内蒙古农业大学审计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总审计室

辽宁省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法规部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中心）

辽宁省公安厅审计处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吉林省

东北电力大学审计处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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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黑龙江省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审计中心）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稽核审计部

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黑河学院审计处

上海市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审计室

上海市公安局审计室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计处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审计室

江苏省

江苏省公安厅审计处

南京大学审计处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审稽查部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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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教育局监督与审计处

扬州大学审计处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审计所

江苏方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律部

浙江省

杭州市公安局审计支队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合规部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台州办事处审计科

浙江丽水莲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审计督察处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浙江省水利厅财务审计处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审计与绩效评价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审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内审部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石油分公司审计部

安徽省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察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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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中心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内审部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石油分公司审计部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督察内审处

福建省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福建省公安厅审计处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审计部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厦门大学审计处

江西省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江西省公安厅审计处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

山东省

山东省公安厅审计处

山东省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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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审计评价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总审计室

济南市公安局审计处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中心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司审计部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合规部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山东鑫发控股有限公司审计处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审计部

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督审计科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办公室

河南省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河南省人民医院审计处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审计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内审部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审计处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与法律事务部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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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审计部

湖北省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审计分部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审计处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荆州供电公司审计部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武汉科技大学审计处

湖北医药学院审计处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审计处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湖南工商大学审计处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部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南大学审计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总审计室

中国人民银行岳阳市中心支行内审科

桂阳县教育局审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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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广东省公安厅审计处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审计处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

深圳大学审计室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人民政府审计办公室

岭南师范学院审计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

柳州市公安局审计科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审计科

海南省

海南大学审计处

重庆市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内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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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审计部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审监部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与法律部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审计处

成都市公安局审计处

西南石油大学审计处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

贵州省

贵州省教育厅审计处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云南省

云南省公安厅审计处

昆明理工大学审计处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部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监察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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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西藏民族大学审计室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审计处

陕西省

汉中市交通运输局财务审计科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审计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审计处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陕西中医药大学审计处

甘肃省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兰州财经大学审计处

青海省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

青海省公安厅审计处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审计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审计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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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监察审计部审计科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审计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审计处

北京大学审计室

山东大学审计处

天津大学审计处

重庆大学审计处

西北工业大学审计处

公安部督察审计局地方审计处

中国地质调查局监察审计室审计综合处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审计处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审计局财务收支审计处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审计局预算执行审计处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审计部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审计绩效处

商务部财务司审计处

故宫博物院审计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审计办公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审计处

中国地震局直属机关党委审计处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审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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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司业务审计处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内审处

海关总署督审司审计一处

海关总署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督察审计工作处

国家税务总局督察内审司执法督察处

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第二大队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督察内审处

国家税务总局广安市税务局督察内审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和财务司审计室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财务管理处

新华通讯社办公厅审计监察室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监察审计处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审计室

大连商品交易所审计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审计中心经责审计项目组

国家外汇管理局内审司内审处

国家知识产权局机关纪委审计一处

经济日报社审计室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审计处

中央企业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务部审计处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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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部审计管理处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一研究所审计处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部审计处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稽核审计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审计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审计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审计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审计部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审计部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北方审计中心业务五部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华能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审计部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项目处

神华国能（神东电力）集团公司内控审计部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审计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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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审计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内审部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管理部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律风控部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审计处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本部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业务一分部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项目督导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济责任审计团队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评价管理处

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律事务部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审计办公室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险与法务中心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事部西安中心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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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办公室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审计部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风险部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审计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局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处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烟厂审计处

全国性金融机构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办公室/内审部内部审计团队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国家开发银行审计局直属审计分局审计业务一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局内审二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局高管责任审计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山东分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审计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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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督局审计三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审计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部审计中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稽查审计中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太平金融稽核服务（深圳）有限公司西部区域中心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全国性社会团体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