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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部审计协会文件

中内协发〔2020〕48号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关于 2020年

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分会、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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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月至 7月组织开展

了以“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为主题的群众性

理论研讨活动，共征集到论文 407篇。协会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

对提交的论文进行评选，评定出 360 篇获奖论文，其中一等奖

12篇，二等奖 56篇，三等奖 129篇，提名奖 163篇。同时，根

据各会员单位申报的组织过程及论文获奖情况，评定出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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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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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理论和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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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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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2020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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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一等奖

1. 基层央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多准则决策

分析模型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内审处课题组

2. 新时代外汇管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

胡国正 钟升 邓丽三 雷恒 童琴 王磊 陈春莲 张为一

3. 基于数字移动互联模式的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刘博宇 贾永华 陈占斌

4. 新规背景下电网企业构建“1+N”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

实践——以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为例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

赵雅欣 刘佳雄 费毅 陈镛 殷晴 石上上 席勒

5. 强化经济责任审计舞弊揭示功能的措施研究——基于国有银

行金融反腐败的视角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南京分局课题组

6. 关于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在人力资源考核中应用的探讨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韩伟亮 王大伟 李星婵 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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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时代电信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智慧化应用研究

中国电信江苏分公司审计中心盐城审计办 赵林 郎玉春

8. 基于熵值-TOPSIS法的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研究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展华 许成 胡继鹏 唐万辉 陈霞 周帆舟

9. 新时代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发展路径浅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审计部

郭佳苹 郝其友 王伟伟 荆树清 杨彬

10. 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电网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优化研

究——两办规定背景下以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为例

重庆电力优化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课题组

董建忠 张建勋 彭娟 杨毅 周子婴 庞新明 马宁

11. 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

及模糊综合评价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云淇 槐雯雯

12. “三化”在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中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郭小民 刘宝增 贺小滔 兰桦 姜烨 王龙 刘培培 倪孝钢 唐冉

二等奖

1. 知识图谱技术在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研究——以

A 电网企业政策落实审计评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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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武 周静 杨悦 田雨 张默 陈龙 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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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困境

与出路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强 孔令芳

3. 基于数据仓库的“审计魔方”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刘蓓蓓 欧颖君 李水军 李国强

4. 新时代提升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思路与方法——以

GX 大学为例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广西大学联合课题组

谭银花 韦丹丹 玉志强 付文科 徐毅 刘婧 王颖 徐蔚 梁菲

5. 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常见问题与对策探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高莎莎 冯春鹏 徐宏光 孙彭飞 田新平 马燕 薛占广

6. 绩效视角下基于 AHP-FCE 方法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探索

与实践——以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为例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课题组

武晓璐 周剑虹 谢康 陈绪武 雷苯珈 李颖

7. 基于 BSC 视角下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以国家外

汇管理局为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廊坊市中心支局

刘涛 沈桂民 陈鑫 任强 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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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责审计机制能否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曹琦

9. 大数据技术在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与思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夏军 李旭 李正毅 张蕾 赵雪 夏晓静

10. 风险预警系统下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体系的探究与实践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傅达红 端木瑾

11. 基于人工智能的“DSAR 智慧型”经济责任审计模式探究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淄博供电公司

张慧英 王晓军 许磊 林云 王伟 韩超

12. 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分支机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以基层外汇管理局“审计调查”方式为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

曾涛 侯崴 刘启建 吴苏林 彭星 张群煜 吴丹 宾伟华

13. 浅谈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审前调查驾驶舱构建与运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 舒勘 黎晓波 杨小倩

14. 提升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质量的“道”与“术”——基于首创

集团审计共享中心的实践探索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李章 张承军 王雪涛 胡佩

15. 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沈阳分局 谭悦 孙祥伟 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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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时期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量化评价与价值挖掘的探索

与实践——以电网企业审计实践为例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刘瑞芳 林熠 吴秀贞 高璟 陈玉顺 林世健 蔡玮

17. “大数据”时代下如何采用“远程+现场”模式开展信息化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和实践案例探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陈晓伟

18. 新时代语境下的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路径的反思与重构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孙岩

19. “智慧作业域”在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研究与实践——以

A 电网有限公司为例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服务中心

程方洲 陈志强 葛岷 邹萍 聂丹萍 徐湘英

20. 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践“三个区分开来”的经验、难

点与解决途径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宋志强 郑芳

21. 新时代外汇管理部门经济责任审计的指标设定与运用——

基于分支局审计评价的视角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巴州中心支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哈密市中心支局

杨婷君 金满涛 古丽尼尕尔 矫强力 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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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化“两统筹”，“融合式信息化大经责”模式在国有企业

境外审计中的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海外审计中心 黄继越 李姝怡

23. 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履职评价体系研究——以电

网企业为例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梁卫泉 马薇 尚颖 蒋平 张晔 魏建云

宋海军 吴婷婷 赵悦 徐光兵 李彦龙 黄松

24. 铁路运输站段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申蕾

25. AI 时代数据集成在民营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派驻健康饮品审计室

郭海娟 杜志平 赵婷婷

26. 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构建探索与实践——基于

利益相关者多维视角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课题组

27. 大数据在集团化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审计部 王民

28. 区块链模式下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创新研究与实践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徐怡

29. 智慧审计在村镇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应用研究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永杰 冼国涛 曹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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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商业银行“全任职周期”经济责任审计模式的理论思考与实

践探索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

郝文静 鞠思达 舒澎 王志博 王一茸

31. 构建审计中台：实现经济责任持续审计的有效路径——大型

央企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组织新模式探析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第二课题组

席斌 倪志伟 袁点 付秋琳 王昕

32. 基于治理导向的人民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缪铁文 黄瑾 颜雄兵 沈振武 刘淑敏 刘佳琪

33. 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基于风险导向的画像技术应用研究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课题组

黄妙红 何胜 王珏 李豪 陈海玲 朱柏林 肖嘉丽 黄玉昆

34. 新时代背景下铁路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尹皎 邓西雅 李勇 杨勇

35. 经济责任审计责任界定浅析——以商业银行为例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钱 龙宇飞 向文礼 刘忠磊 杨华 王徐

36. 电信企业领导人员经责审计评价体系重构探索和思考

中国电信江西公司审计部 郑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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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多层次循环转化运用机制设计——基于

制度变革与保险企业内部审计实践探索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中心西北区审计部

方刚 常培林 丁涛 路娟 张睿 丁天宝 于超佳

38. 首都供电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精准实施路径的探索实践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张瑞芳 尚颖 蒋平 吕鑫 周欣 张蓓 马薇 黄卫理 李芸菲 靳洋

39. 以任职期间为主的经济责任审计新策略实施研究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余从容 姜智坚 赵欣宁 陈瑜杏 高志刚 杨倩

40. 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基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多维度经济责任审计体系构建与实施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李全文 张瑞敏 刘志强 王文华 刘志坚 刘小青 周一波 罗彬

41. 经济责任审计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吗？——来自湖南省

2012~2019年内部审计的证据

湘潭大学 湖南省内部审计指导中心

周旭枚 罗四海

42. 新时代背景下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和

实践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程建军 李云强 黄红 邱锦 魏芳颖 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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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时代下国企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研究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陈桥 华艺 袁亮亮 曾晓玲 陈瑜

44. 基于“多环节·场景式”数字化技术的经济责任审计思考与探索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赵宇红 郑永娟 孟亚敏 张浩妹 徐征

葛兰 季立伟 李荣静 崔智权

45. 新时代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建设思考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 张薇 蔡晓勇 张玉

46. AHP 在大型企业审计人力资源与经责审计项目科学统筹中的

应用研究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陈冬梅 崔冰 肖丹 杨光 丛培元 邵天龙 李一然

47. 新时代下中国电信境外经济责任审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张文华 倪毅英 寇新全 王筠怡 李玮

48. 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新视角——领导决策负面清单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

蒋诗雅 李舒林

49.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商银行支行行长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

宁波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光勇 叶天平 王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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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境外审计探索与实践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崔亚林 任玉霞 尚超

51. 全覆盖背景下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探索——基于美国单一

审计制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内审部课题组

52. 基于bow-tie分析模型与闭环管理理论的经济责任审计风险

控制研究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赤峰供电公司审计部 王雨佳

53. 践行“三个区分开来”做好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 曹秀梅

54. 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构建探索——基于平衡计

分卡和雅思评分体系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课题组

黄妙红 何胜 王珏 黄玉昆 马子媛 张年松 崔璐璐 吴志敏

55. 新时代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双流”融合转型模式研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武汉分部

谭伟 周立云 刘文汉 杜京华 丁春荣

56. 新时代中国移动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曹迎春 王致远 张婧

三等奖

1. 基层央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毛剑峰 张跃群 高睿 卢俊峰 徐琳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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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层次分析法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

以 X公司为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王艳艳 席伟 任昊 张晓婷

3. 商业银行基层行长经济责任审计实务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总审计室 龚衍

4. 论五位一体审计监督体系创新对央企集团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的促进作用——以中国五矿集团为例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孙玉洁 王晓东 刘海涛

5. “治未病”中医思想指导下的经济责任审计模式创新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缪铁文 刘举达 范良军 颜雄兵 张家华 陈世礼 刘淑敏

6. 经济责任审计新规下优化电信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探析

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审计办 任伟琴

7. 深化经责审计结果运用 提升审计价值及监督效能——深圳

能源集团经责审计结果运用的实践与探索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麦宝洪 赖一锋 马飞

8.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的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

的研究——以 A电网企业为例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赵宇红 崔霞 戴斐斐 李博 孙常鹏 张耀心 冯伟 刘德玉 季忠俊

9. 新时代电网公司运用数据化模式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证研究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罗江筑 赵聪 李梅 廖勇 张洁 马茜 韩进 巫阳波 尹颖 梁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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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数据环境下边疆电网企业数字化经济责任审计路径探究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鸿羽 李颖 朱虎斌 李均委 余建琴 朱翔

11. 论构建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 史学岗 李冰煜 曾丽萍

12. 从反舞弊视角切入的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改进

建议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西安分局 刘锐锋

13. “远程+现场”协同模式助力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提质

增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审计理论研讨小组

毛新平 吕萌 陈洁 吴萌 程鹏

14. 基于战略地图对非银金融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构建

的研究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苹丽 张磊 刘含 王芹

15. 基于“放管服”背景下的国企非独立核算分公司经济责任审

计评价指标的选取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巡查中心 顷璐 吴春燕 赵凡

16. 乡村公路养管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研究

天津市蓟州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郭志东 高文义 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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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基于“画像技术”的农信系统经济责任审计模式初探——以

金华农信系统为例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金华办事处

姜永福 俞弘望 潘艳

18. 新时代公安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的实践与探索——

以广州市公安局为例

广州市公安局审计处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潘白海 王玲 王目平 仇栋良 李国笛 刘健 李朝加 刘明 石水平

19. 基于审计画像技术提升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科学性

的探索和实践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审计部 朱皑绿 李杰 杨振兴

20. 新时代经责审计项目效率提升思考与广东公司实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蒋春林 李文权

21. 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 黄湘云 鄢皓

22. 大数据技术在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中的应用——

以 J银行为例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

李亚奇 周一 陆启登 云耀

23. 新时代铁路企业领导人员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罗华 杨小丽 李颖 牛丽华 康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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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体系构建探索与实践

——打造审计“一盘棋” 树立审计工作权威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赵晓芳

25. 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七化”模式构建研究——以国网安徽省

合肥市供电公司为例

国网安徽省合肥市供电公司 陈辉 赵鑫 凌坤

26.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三大导向经济责任审计研究与实践

广西北部湾银行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王能 何鸿雁 季红连 许杏 罗欣 梁婷婷 李乾坤 王珊珊

玉志强 韦丹丹

27. 以大数据技术助推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转型

青岛银行审计部 刘艳青 李振国

28. 基于经济责任的发展战略审计应用探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 周廷涛 杨庆红 杨鑫

29. 试论推动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由离任向任

中主导转变

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审计中心 孙年龙

30. 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

标构建研究

中铁物资集团港澳有限公司 唐永芳 邵继红

31. 国有企业内部视角下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协同路径研究

——基于 PVAR模型分析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童琳霏 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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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谢锋 邹建华

33. 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经济责任审计重大遗漏风险分析及

其应对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天津分局 陆欢 张杰

34. 新时代践行内部审计新使命 全面推动煤炭企业经济责任审

计结果运用

神华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控审计部

宋子汉 宿燕燕 郭瑞龙 杨应凯 初影 卢猛

35. 新时代下关于研发创新活动经责审计实践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李勤 高宏波 陈友兵

36. 论“大监督”数据时代创新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廖荣超 王亚光

37.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协同运用研究——以X医院L同志经济责任

审计为例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袁玲莉

38. 中央企业贯彻经济责任审计新规定路径初探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孙亮

39. 适应新时代基于信息化环境下远程审计在经济责任审计方

法中的探索与运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曾德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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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新时代国企经济责任审计之“定位”与“创新”实务探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广州分部

李兵 万文钢 邹志军 杨煌达 钟廷标 佘娣 崔建威

41. 新时代下技术革新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影响与变革思路

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叶铭翔

42. 新时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与应用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三研究所

孔鹤男 崔军军

43.“三期”叠加下经济责任审计评级体系再优化

招商银行审计部南京分部 耿昕

44. 层次分析法视角下农商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与应用研究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宁波办事处

崔全利 陈丽华 虞伟健 曹永刚 周华华

45. 新时代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国

网河南电力经济责任审计为例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孟浩 郑洪权 阎玺

46.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向以任中审计为主转型的实施策略

研究

中国民用航空局审计中心

曹岳 张媛媛 薛善瑞 史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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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成果运用共享研

究与系统设计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蒋律平 李默默 周兰

48. 基于箱线图的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方法探讨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张磊 贺三桥

49. 基于“五定”工作理念提高经责数据式审计质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振伟

50. 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探讨国有船舶修造企业内部经济责任

审计评价体系建设

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蔡夜穷

51. 国有建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探索和研究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东公司

曹晋荣 朱建宇 王超

52. 基于以“五个聚焦”为目标的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南京分部

夏银厚 宋同怀 贺永红 邱堃 胡飞 耿兴春

53.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责任审计的创新探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审计课题组

张立萍 王海龙 庄波 薛建

54. 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探索研究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仇丹 彭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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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时代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智能化路径探索

招商银行审计部 石达 陈敬春

56. 基于“四诊法”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提升探索——以我省司

法行政系统为例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监督审计处 林梅生 杨绍明

57. 基于财务共享模式的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思路和方法

青岛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郑秀福

58. 大数据环境下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应用探讨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天津分局

孙建勇 张杰 张勇刚 王松华

59. 浅谈以考核为抓手促进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提升——以航运

企业 A 公司为例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楼慰慈

60.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研

究——以某电能源集团公司为例

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 吕轶凡

61.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研究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索灵慧

62. 以战略执行审计引领经济责任审计转型的实践初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审计部

陈小梅 刘伟琼 蔡昕 李汉柱 郭堂枝 张凌

63. 基于“四个重构”的电网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体系研究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孙玉清 杨成 葛岷 程方洲 聂丹萍 何珊 孙松 张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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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基于 ANP-Fuzzy的外汇管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研究——

以基层外汇局为例

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

周伟军 鞠志杰 何振亚 张洪萍 陈骋 林旭岚

65. 新规定背景下 BSC导向的 H城商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汪路明 许雅言

66. 新时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基于淮

河能源控股集团的审计实践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 孔磊

67. 快速聚类精准画像审计方法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郑少波 刘勇军 张平 祝颢 魏凌艳 王强 蒲臻诣

68. 构建健康档案管理体系 精准领导干部履职体检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审计部

陈冬梅 邓昕 于春洋 祝颖 郑璐璐 洪祥超

69. 前瞻探析经济责任审计的检查风险及其控制措施——基于

农商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

天津农商银行内部审计部 李桂金

70. 新时代电网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责任界定探讨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审计部

谢巧云 何绮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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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基于港口一体化改革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创新的做法与体

会——以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 李炳奇

72. 新时代油气田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探索与实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 方海峰

73. 煤炭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方法研究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彭健 姬文丽 雒东雄 刘秀霞 马红梅 刘学田 曹艳 魏海霞

74. 构建基于价值的经济责任审计战略执行评价体系研究——

中国联通经济责任审计实践思考及体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沈禹 闫喜军

75. 演化博弈视角下新时代中央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策略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审计部 孙权

76. 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中决策审批范围、边界及界定方法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总审计室

张斌 王海波 孙永祥 高欣龙 王婷婷 张佳音

77.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的新时代内部经责审计结果运用探究与

实践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锴 郭彬

78. 基于管理矩阵下的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责任划分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公司 西安财经大学

徐著艳 周舰 王国安 张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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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蛛网思维的“3+1”经责审计联动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德州供电公司

吕优 王志海 周田 陈萍

80. 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探讨——以重庆银行为例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玲 蔡雯 董世良

81. 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如何落实两办规定的思考与探索

北京农商银行 李金曼 郑敏

82. 电信行业经济责任审计推行远程审计方法思考

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审计部 王桂明 赵森

83. 施工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信息化的应用研究——以 ZT 集团公

司为例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宋连英

84.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创新研究——以 C 公司“1+N”模式

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为例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鞠海燕

85. 中国宝武经济责任审计实现“全覆盖、一审多用、一审多果”

的思路探索和创新实践

中国宝武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鲍雷军 赵雍 尚宁

86.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分析

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向倩

87. 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责任审计创新与实践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张润硕 雷莉萍 吴晓斌 张瑞 刘亚丽 郝晋 李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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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科技助力 提高站位 全力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实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赵朝清

89. 提升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质量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课题组

刘宝增 贺小滔 郭小民 王雪峰 葛文献 栾恺 倪孝钢 兰桦 刘培培

90. 新政策背景下国有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与量化评价——基于 Z 公司的案例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 刘征

91. 经济责任审计责任界定体系构建——基于电网企业责任等

级链视角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审计部课题组

蔡光程 马存叶 李智 李秀恩 马云兰 王欣

92. 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分析与实施路径研究

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守亮 韩艳美

93. 浅析智慧审计时代如何依托大数据和 IT 技术开展经济责任

审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审计中心

黄颖燕 王家新 叶玲飞

94. 浅谈智慧信息化在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新

时代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内审部

詹万钧 何翔 邵勇 刘刚 周立明 崔振 赵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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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新疆农村信用社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改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张瑞力

96. 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创新模式的几点思考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刘慧

97. “以客户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审计模型探索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稽查审计中心 王磊 陈爱春

98. 创新思维履行好新时代国企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职责与使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朱佳未

99.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李兆龙 王丹

100.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西安分局 罗倩 黄太宏

101. 新时代国有施工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发展思考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刘陕荣 雒满学 张洁 马超群

102. 电网企业党委审计委员会领导体制下经济责任审计的管理

与实施——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为例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张润硕 雷莉萍 张瑞 吴晓斌 刘亚丽 苗华青 赵欣欣

103. 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应用大数据分析路径探讨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武汉分局

曹立珊 倪登汉 张进超 张光军 杜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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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新时代下通信业多维度经济责任审计体系构建思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内审部 林艳萍 陈彩玲

105. 提升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研讨——资管新规下的经济责任

审计新视角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直属分局 李君 毛英明 柏伟

106. 基于新规定亮点对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思考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陈红娜

107. 两办规定的新形势下国有科研院所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发展探究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 董雪 董瑜 陈盈

108. 新时代高校经济责任审计效果优化的具体思路和方法——

以广东省 L 高校为例

深圳聚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部 莫荻

109. 基于博弈论的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国家能源集团国神集团内控审计部 曹东平

110. 科研事业单位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基建项目审计的重点、

难点和对策

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刘刚 严枫 陈浩

111. 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的探索与实践——以

航天某企业为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三十三所

张红宇 李莲 杨东琦 倪莉莉 蔡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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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关于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的思考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车晔 刘颖

113. 新时代国有电力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问题及

解决途径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刘佳 王媛芳

114. 新时代高校购买社会审计服务开展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质

量控制研究

兰州大学审计处 马尚敏

115. 提升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局 张迎

116. 浅议新时代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五大关键控制环节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审计分部 尚轩如

117. 基于大数据的银行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伟正 朱桂红 刘娜

118. 浅谈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困境挑战与对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审计部

王晔 郝其友 王伟伟 荆树清 李霜 杨彬

119. 构建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实现精准“画像”的

思考——聚焦“战略•财务•责任•用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郑玲霞

120. 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皖投

集团为例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张浩天 李亚莉



— 28 —

121. 论持续审计支持经济责任审计保质高效开展

招商银行审计部成都分部 郭舟 滕维建 邵彦波 刘晓棠

122. 基于新时代要求的高校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改进思考

江西财经大学审计处 汪宗亮 李莹 李娜

123. 新时代中央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转型路径研究——以中

交城投审计转型为例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白云浩 张简 席俪嘉 肖扬

124.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创新研究

胜利油田审计部胜中分处课题组

戴东伟 陶梅 杨晶晶 刘龙涛 陈晓光

125. 新时代做好公安内部经责审计的思考

江西省公安厅审计处 刘雯

126. 国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以烟

草商业企业为例

湖南省常德市烟草专卖局 王莹

127. 基于数字化审计在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应用实务浅析

招商银行审计部武汉分部 陈全

128. 新时代经责审计新规定 新难点转换思路新途径

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新胜

129. 国有企业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机制研究——以

建筑企业项目经理经济责任审计为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课题组 周帆舟 程文超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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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奖

1. 国有企业领导人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有关问题的审计思路初探

中远海运（大连）有限公司 滕钰锋

2. 提升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效果的路径探讨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南京分局 王海

3.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北方审计中心业务三部

赵锋 吴玉蕊 李海瀚 李一杨 白雅欣

4. 准确识别审计对象，积极落实“穿透到底”策略——设立保

险资管公司审计对象库长效机制的实践探索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孙雅茜

5. 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初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

陈红唯 张振宁 何淑华 濮敏 翟洪波 王战捷 高慧

6. 大数据时代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探索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俞耀洲 王薇 殷宏 王华 葛欣

7.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的探析——以黄河

水利委员会为例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孔迪

8. 新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新要求及应对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郑州分局

高英慧 何静 周蕊妮 宋景跃 靳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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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贯彻规定新要求 开创经责审计新局面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昆明分局 李晓瑜 张帆

10. 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初探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蒋志红 何金璋

11.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挑战与应对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黄洪波 徐源

12. 基于“社会审计+管理”模式下的高校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提

升路径探析

福州大学审计处 李美

13. 国有建筑行业经济责任审计中关于责任分析与责任界定方

法的研究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李浩铭

14. 基于治理视角的高校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机制

内江师范学院审计处 四川省审计厅派出审计一处 童燕军 王显军

15.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与巡视巡察的关系探讨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审计部 杨忠海

16.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和层次分析法的供电企业经济责任审计

评价研究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伍飞 周惠龙 罗斐帆 雷宇 王彬

17. 借鉴关键绩效指标法建立科技社团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体系的思考

中华预防医学会 宣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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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权力运行、责任履行与高校治理——公办高校开展治理导向

型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讨

大连理工大学审计处 王阳 李洪敏

19. 创新国有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增加企业价值

中粮酒业有限公司 范美静 施晴

20. 对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和建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陈小其 谭震宇

21. 施工企业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研究

中铁十四局集团审计部 刘继军 孙霄霞

22. 大型企业基于持续监督的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探索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张杰 于国平 于佳琳 张雯旭 于旭峰

23. 电网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黄兰雁

24. 新规下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现状及应用探索——基于国企视角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部 余德波 冼泳

25. 新时代下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研究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会 朱桂红 刘娜

26. 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目标定位的现实思考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 王丰

27. 完善机制，面向未来，夯实基础，保障质量——新时代内部

审计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和方法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支广纬 赖亚丽 黄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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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构建履职画像,探索商业银行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新模式

——以农商行中层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为例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戴礼荣 钟宁才 陈自花 秦焯锐 邓钰欣 缪一岚

29. 新形势下构建中小金融机构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管理体系的

探索与思考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课题组

陈利官 王云生 许可兴 陈开强

30. 大数据审计环境下经济责任审计组织管理模式构建思路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王虓 殷小卫 张锐

31. 新时代提升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级分行以下机构领导人员

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目标举措

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昆明分局 陈了一 王文胜 杨继红 李杉杉

32. 探究电信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价值重构及其实践路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梁洪传 周胜坤 黄颖燕

33. 经济责任审计视角下电网企业廉政风险防控路径探究

审计署哈尔滨特派办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常景鑫 杨建民 杜泱 王纳新 汲智超

34. 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责任界定的思考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黄蓉

35. 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与探索——以重庆

市公安局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为视角

重庆市公安局审计处课题组 胡红辉 张家兴 王鹏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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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探索创建评价标准，切实强化监督职能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区域审计中心 胡文卿

37. 聚焦新时代责任 把握新发展全局——招商证券新时代内部

经济责任审计探索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 范琳

38. 发挥新本领 激发新动能 通过经责审计促进通信企业高质

量发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审计部 马辰

39. 浅谈新规下如何有效开展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李盛 杨楠 张杨 周波 杨蛟 余浪 李峙

40.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常态化“经济体检”质量提升方法探索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丁洁琼

41. 谱好“六部曲”，奏响新形势下经济责任审计新篇章——以

中小商业银行为例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李霞 彭锐

42. 新时代公安机关经济责任审计的转型与发展

天津市公安局 刘学文 梁月 李超凡

43. 审计沟通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中的运用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李伟 毛慧 高耀光 常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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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立医院中层领导干部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研究

青岛市市立医院 曲倩 徐彩红

45. 基于内部审计视角对境外国有保险公司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陈晓飞 朱亮

46. 商业银行一级分行行长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型研究

招商银行审计部武汉分部 朱伟广 牛娜

47. 大数据信息技术时代施工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探索与研究

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良红

48.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中“三重一大”审计策略研究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仇维平 李铭

49. 论新常态下保险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容错纠错机制的有效构建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钱军 郑旭

50. 境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探讨

中远海运（欧洲）有限公司 龚韶明

51.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实施路径研究——基于航空

工业集团实践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文婷

52. 转型期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与创新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江锋 黄兵

53. 浅析新时代公安内审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云南省公安厅审计处 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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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路径探究

航空工业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沈瓅

55. 准确把握“三个区分开来”要义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审计办公室

胡新华 陈慧绮 钟嘉欣

56. 浅谈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难点及解决途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 赵振涛

57. 浅谈新能源发电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思路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蒋志豪

58. 数字化背景下保险公司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太平金融稽核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吴必菊

59. 民营建筑企业集团经济责任审计探讨

福建六建集团有限公司 梁正英

60. 基于教育审计实践，浅析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方法以

及评价体系的建构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李新影

61. 深度开发经济责任审计产品 推动审计需求侧响应 提升审

计工作的价值创造能力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 梁琦

62. 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思路与方法探究——以中国联通

内部审计实践为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李晶新 闫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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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于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思考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娟 张晓楠

64. 国有保险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任中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模型

探析

太平金融稽核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任泽华

65. 论新时代下大数据技术在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运用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左立华

66.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山西传媒学院审计处 王芳

67.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的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深圳审计中心课题组

68.从“六维度”探研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质量提

升策略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事部 房高琪 文杰豪

69.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思

考与实践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刘仕勤

70. 公立医院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现状分析及推进策略

潍坊市人民医院 程英利 迟丽 卢亚杰 陈晓宇

71. 新时代地方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昆明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王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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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时代、新规定，引领国有通信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发展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李琳 赵地 刘疆丽

73. 关于多层级大型国有企业离任审计开展模式的思考——以 Y

公司实际情况为例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高国峻

74. 浅析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的几个困惑点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黄颖炯

75. 新时代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基于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工业互联网企业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马效峰 章文锋 张冬梅

76.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压水堆核燃料元件厂 效越

77. 新形势下通信行业地市分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内审部 余泽明

78. 浅析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建设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区域审计中心 郭年明

79. 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尚文程 朱晓丰 王欢

80. 新时代赋予新寓意，新征程要有新实力——乘势而上，向经

济责任审计更高层次进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代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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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聚焦生态审计,树立经济责任审计新理念——以黄河三角洲

生态审计为视角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河务局河口管理局 徐丽娟

82. 浅议新时代铁路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审计特派办 李靖

83. 新时代下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付龙 刘汉文 郭慧

84. 浅析新时代黄河经济责任审计发展重点思路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河务局滨州河务局 董峰 苏帅

85. 浅谈“三个区分开来”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运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稽查审计中心 汪莉

86. 新时代农村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蔡武红 刘红生 金颖

87. 建立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祝叶 方润生 冯玉强

88.“1+N”型融合式新时代经济责任审计创新性研究——以南方

电网财务有限公司为例

南方电网财务有限公司 张嘉民 高捷

89. 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改革与创新

江西铜业集团（德兴）建设有限公司 袁剑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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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基于智慧审计模式的国企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任期审计

方法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内审部 侯竞

91. 以“两办”要求为指引 分层施策 提高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

计报告质量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总审计室 孙玉智 靳国彬

9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合作模式下的经济责任审计

过程质量控制

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张建平 王凯

93. 浅议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财务公司行业经济责任审计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马卓夫

94. 以审计程序规范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行为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总审计室 江水洁

95. 构建“大监督”体系 借监督合力助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提升

国家电投集团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陶莉萍 侯野萍

96. 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探析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德奎 朱清平 罗海烽 鲍超超

97. 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三重一大”审计的探索思考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审计处 薛才勇 曾珣 汪志坤 詹梦羽

98. 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实践探索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胡昊 雷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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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管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体系构建的研究

中国戏曲学院审计处 罗英

100. 浅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中国有资产管理责任

的认定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付清明 王永军 董小刚

101. 初探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杨敬

102. 关于对国有装备企业主要领导人员内部经济责任审计重点

的思考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风控法务部 王鑫

103. 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及其构建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向小林

104. 国企主要领导人员新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型探索——定量

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万荣 马晓军

105. 浅析新形势下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创新实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任敏

106. 经济责任审计与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融合：路径选择和框架

构建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内审处 鲍声荣 时华伟 杨熳

107. 浅议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方法和评价指标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地刚



— 41 —

108.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创新发展方向与实践探索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风控法务部 叶小庆

109. 新时代南航集团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践探索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课题组

毛娟 李娟 袁帅 李庚泰

110. 基层单位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现状及问题应对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丁华

111. 浅谈涉核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芳 顾英臻 詹志平

112. 公司制改革下的铁路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王跃华 赵玉辉

113. 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质量提升探究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陈焱罡 刘大海 孙世杰 张卉

114. 国有企业全面提升经济责任审计实效的方法与路径探索实践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闫国武

115. 小议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中非现场审计技术的应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昆明审计中心 黄永平

116. 新形势下对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的解读及电网企业经济责任

审计发展的思考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肖丁泽

117. 建筑施工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探析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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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两

统筹”管理模式的探索

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何伟 蔡玉洁 韩涛 崔军

119.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项目负责人在委托经济责任审计中如何

把控审计质量探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倪增华

120. 以持续审计监督推动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质效提升的思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史智宇 麦东燕 邓宗俭 杨小青 李广浩

121. 浅析企业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难点及解决途径——以 D 集

团为例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李志杭 冯志峰

122. 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大数据转型探索——以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为例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

陈方仪 谢小舟 高仕林 王春雨 刘桓伶

123. 结合人本审计与物本审计优势完善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海洋大学审计处 刘晓阳 徐葆良

124.“除弊兴利，入微知著”——民生银行经济责任场景化审计

的应用研究

中国民生银行审计部经济责任场景化审计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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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浅议新形势下油气田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和方法

辽河油田公司审计中心 刘扬

126. 省属国有企业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实施主体研究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周文青

127. 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难点及解决途径

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彭晓霞 赖伟东 谭韶峰 何苗平 斐虎

128. 对推动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徐钢

129. 大数据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基于

油脂行业 A 公司案例

中粮农业产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甄鸽

130. 对新时代银行业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西安审计中心 刘行军 侯国红

131. 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宛秋芳 邓佳静

132. 新时代境外中资企业领导人内部经济责任审计之路探析

中国广核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范峻峰

133. 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马聪

134. 提升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初步探索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董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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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论新时代下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李海燕

136. 以审计需求为驱动，构建以责任为基础的企业经济责任审

计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审计中心 徐武利

137. 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金蔷珍

138. 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

毛建伟 史林 王智嘉 何鑫

139. 新时代下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的研究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刘思思

140. 浅议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内部审计实践

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赵琨

141. 新时代煤田地质领域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

甘肃煤田地质局一三三队 王芳

142. 关于审计共享中心背景下助力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开展的探讨

中核华辰建设有限公司 魏丽媛

143. 浅谈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新思路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梁欣尧 颜蕾

144. 新时代下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研究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高晓莉 李然

145. 对新时代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几点思考

南京长江油运有限公司 张劲松 兰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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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论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和纪检监察的有效整合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业务部监察审计处

瞿福明 宋晓燕

147. 混改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日常监督预警机制建设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林美河 王萌萌 韩玲玲 黄月丽

148. 浅议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价值最大化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曹淑秋

149. 关于新时代国有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思路的研究

长城资产宁夏业务部监察审计处 瞿福明 刘丽

150. 新时代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之审计评价的难点与对策思考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杨紫薇

151. 认清新变化，抓住新机遇，展现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

新作为

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新区审计局 彭放 孙立波

152. 当前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存在的痛点和应对建议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陈向海

153. 新时代加强电网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策思考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石大乾 赵辉

154. 关于提升新时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价值的思考与建议

民生银行审计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研究组

吴瑾 师源 秦建伟 代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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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继往开来、不辱使命 浅析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几点

思路与方法

广州赛富立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杨奎

156. 大数据分析在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实践与应用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庄丽

157. 浅谈新时代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

华润雪花啤酒辽宁区域公司审计部 林峻峰

158. 新时期经济责任审计如何增质提效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许修书

159.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改进的思路与方法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杨卓然 王海林 蔡宏亮 丁勤洁 林晓生

160. 关键行为评价在支行长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应用

中国民生银行审计部华南区域审计中心审计部

张玲 梁雯

161. 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提质增效思考探析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李帅

162. 内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难点及解决途径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 曾天鹏

163. 牛栏关猫关不住 制度笼子要扎牢——从《学习纲要》看新

时代经济责任审计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黎占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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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奖

1. 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

2. 重庆市内部审计协会

3. 湖北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4. 山东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5. 吉林省内部审计协会

6. 北京市内部审计协会

7. 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8. 内蒙古内部审计协会

9. 陕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0. 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

11. 天津市内部审计协会

12. 福建省内部审计协会

13. 江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4. 湖南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5.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16. 四川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17. 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

18. 广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审计协会

20. 甘肃省内部审计师协会

21. 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

22. 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

23.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交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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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家外汇管理局

25.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7.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9.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30.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33.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3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35.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9.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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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1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