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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文件
桂内协发〔2021〕28 号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 2021 年度
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市审计局、教育分会、会员单位、会员个人：

根据《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印发 2021 年度内部审

计理论研讨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内协发〔2021〕1 号），

今年协会组织开展了以“内部审计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挥增值作用”为主题的理论研讨，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宣

传和参与下，我区今年的内部审计理论研讨工作取得较好成

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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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区内部审计工作水平的提高，现将获奖名单予

以通报。

协会组织学术委员会依据《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内

部审计优秀论文评选办法》，对征集到的 278 篇论文进行认

真评选，评定出 174 篇获奖论文，其中：开展风险管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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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国有企业安全发展研究———以 BT 集团为例等 8 篇优

秀论文为特等奖；《内部审计为国有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保

驾护航》等 28 篇优秀论文为一等奖；《以绩效与合规审计

融合促进组织安全发展初探》等 55 篇优秀论文为二等奖；

《审计“五步法”助力“央地”电网企业融合及发展安全的

路径探讨》等 84 篇优秀论文为三等奖；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等 11 家企业单位为组织奖。

这次理论研究征集到的论文，研讨针对性大、质量较高，

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协会将在《广西内审信息》上陆续选登

部分获奖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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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断创新，

取得更大的成绩。

附件：2021 年度广西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2021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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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广西内部审计理论研讨获奖名单

特等奖（8 篇）：

1.开展风险管理审计助推国有企业安全发展研究———

以 BT 集团为例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梁家钦 欧阳湘萍 吴冰 田春雷 覃芳梅 谢卫平

林宁 王海力 李志元 刘景华 陈春燕 王小亮

2.内部审计贯彻“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探索与实践———

以 A 大学工程审计为例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广西大学审计处

陈勇新 谭银花 徐毅 王颖 付文科

郑华斌 刘婧 徐蔚 梁菲 黄芸

3.内部审计如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更好地发挥增值

作用———基于广西农信社视角

广西宜州农村合作银行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韦继丰 韦丹丹

4.实践内控管理数字化 推动国有企业安全发展———以

LQ 集团实践为例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昆 黄新夏 谢绪焊 黄启文

罗显才 杨大伊 李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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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统筹企业安全和发展的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框架

研究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朱锋

6.构建“三合一”内控监督体系 促进企业安全可持续

发展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尹丽娜 高虹

7.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助力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郑炎子 赖敏超 高虹 莫晓钢

8.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审计促进国企安全发展的作用

研究———以 M 集团为例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谷帅

一等奖（28 篇）：

1.内部审计为国有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驾护航

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曾维蓉 彭斯慧

2.“五个着力”助力工会统筹发展

柳州市总工会 韦金文 李国勇

3.内部审计助力行政事业单位健康发展———“内审办+

内审小组”审计模式探讨

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柳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刘慧春 高虹

4.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内部审计助力国有企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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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思考———以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聂晶晶 高乐

5.运用 SWOT 分析电网企业内部审计堵住“出血点” 提

升“增效点”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钦州供电局

高雅 陈小桥 梁文杰

6.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发挥增值作用的一些思

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许甜

7.提升增值型内部审计理念，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龚歆

8.构建审计整改体系 推动内部审计在企业统筹发展和

安全中发挥增值作用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何宝印

9.内部审计助推企业安全和发展的思路探索———以某

政府城投公司为例

广西柳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梁丽娟 黎晗玥

10.基于价值链的基层供电企业内部审计统筹发展与安

全增值路径探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北海供电局 黄文亭

11.发挥跟踪审计增值作用对助力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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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基于广西交投集团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

审计实践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赵斌 伍永芳 雷应军 林惠 邓凯 雷绪凯 邓先亮

12.监督增值：广西高校内部审计与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广西财经学院为例

广西财经学院 瞿晓龙 陆青鹰 黄海雁

13.运用霍尔三维审计评价体系助力组织治理与发展实

证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课题组

黄玉敏 叶剑 何圆圆

14.破解内审结果运用难题 助推国企高质量发展策略

研究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课题组

陈崴 何峰 周梁 黄丽 商月倩 莫崇毅

15.开展绩效审计助推电网企业安全发展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 樊迪

16.更好发挥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为现代商业银行健康发

展保驾护航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审计分部

朱传毅 蔡华 蒋春燕

17.审计标准化建设和管理 保障城商行安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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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某城商行内部审计的探索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 何芳 张静 张君

18.论高校内部审计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作用及途径

柳州工学院 韦燕柳

19.内部审计为推动国有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发力

———构建内部审计网格化管理模式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 陈晓萍

20.公办高职院校内部审计为单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

增值作用———基于X职院开展内部控制评价的实践探索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唐欣

21.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内审服务支撑企业高质量发

展———基于 GXDX 公司内部审计实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骆克军 覃世宁 沈锋 费以嫦 黄焕荣

22. 内部审计统筹广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与安全

路径探析

来宾农村商业银行 许光敏

23. 公安审计促进公安机关发展和安全的机理和路径

选择初探———以广西公安机关为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审计处 滕树安

24. SWOT 视角下高速公路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 韩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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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程审计助推企业安全和发展的探索———以某商

业银行为例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程黎 莫广周 潘岳 莫晓钢

26. 内部审计促进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

索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余凯之 李霞

27. 大数据技术应用推动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

路径探讨

平乐农村合作银行 曹燕芳

28. 内部审计推动自然资源部门安全发展途径的探索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原淑铭 禤彦

二等奖（55 篇）：

1. 以绩效与合规审计融合促进组织安全发展初探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韦君霓

2. 内部审计助推企业安全发展途径的探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防城港供电局 韦秀英 余志萍

3. 统筹发展和安全，重新定位内部审计新坐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骆克军 覃世宁 沈锋 廖强

4. 开展重大政策措施审计助推公安机关安全与发展——

—以 L 县公安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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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公安局审计科 刘苏 张志峰

5. 三驱并进做好基层审计服务全覆盖为企业健康发展

保驾护航———以 GXDX 为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审计部

李燃 潘敏枫

6. 增值型内部审计实现价值增值的问题研究———以 WN

集团为例

南宁威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韦玮

7. 审计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城商行发展与安全中的作用

与价值研究

桂林银行审计课题组

吴东 刘庆锴 王良浩 蒋馨颖 黄蒙辉 陈吉

8. 浅谈内部审计为地市供电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定

发挥增值作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港供电局 陈明宏

9. 浅谈内部审计为公安机关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

作用

岑溪市公安局 李金键

10. 内部审计为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对重大疫情防控项目开展内部审计的实践探索

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林海帆

11. 浅析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在防范风险和提高效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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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赖巧玲

12. 以风险为导向的增值型内部审计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唐文彬

13. 构建大数据审计模型助推电网企业安全发展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 谢妮

14. 内部审计为电网企业统筹与安全发展发挥增值作

用的探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崇左供电局审计部

黄艳芳 邓京昊

15. 应用内部审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促进农合机

构价值增值

灵川农村合作银行 尹玲

16. 内部审计如何更好为农村商业银行统筹发展和安

全发挥增值作用

隆安农村商业银行 黄青青

17. 新形势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发挥把

控风险和为组织增值的效果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刘娴清

18. 新发展阶段人民银行发展持续审计的探究

中国人民银行贵港市中心支行 陈中盛 韦思琴

19. 互联网＋环境下信息化审计安全之研究———GT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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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为例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潘茜蓉 王东晨

20. 关于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增值作用分析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防城港供电局 刘海燕

21. 探讨发挥农村信用社内部审计增值作用的路径

德保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黄子栩

22. 构建大数据审计模型 助推高校统筹与安全发展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何高璇

23. 新时代下如何发挥内部审计作用助力农商银行稳

健发展

恭城农村商业银行 王桂华

24. 浅谈改制后农商行内部审计如何平衡发展和安全

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韦韫韵

25. 内部审计在高速公路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增

值作用探析

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黄景阳

26. 审计信息化在商业银行统筹发展中的增值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唐袁

27. 内部审计在农信社组建农商行阶段发挥增值作用

的思考

平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李烽

28. 浅谈内部审计如何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



- 12 -

增值作用

兴业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陈飞燕

29. 浅议新形势下银行发挥内部审计增值作用的策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

甘卫军 黎秀娟

30. 创新审计技术 助推金融安全与发展———基于压力

测试模型下风险导向审计研究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 何芳 张静

31. 公立医院增值型内审的实践与思考———以某三级

专科医院为例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刘艾静

32. ZB 集团内部审计为企业发展发挥的价值作用研究

广西农垦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刘铮阳 梁钟岱 程林 田佩灵 彭文婷 胡柳祥

33. 内部审计助力电网企业发挥其增值作用的研究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梁洁

34. 浅析公安内部审计如何在防范风险和提高效益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

蒙山县公安局 宋晓玲

35. 内部审计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百色市气象局 陈欣

36. LY 集团构建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思考



- 13 -

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邓蝶 傅喆

37. 电网企业发挥内部审计成果服务资产安全的探索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 周为

38. 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信息安全防护上的增值作用

探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广西分部 蒋俊熠

39. 风险视角下提升公安内部审计信息化组织价值增

值作用的思考

南宁市公安局审计处 王樱蓉

40. 内部审计为银行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的增值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广西总审计室 廖玉娟

41. 内部审计在农商行发展数字人民币维护金融基础

设施安全中的思考

鹿寨农村商业银行 赵木兰

42. 浅析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内部审计统筹发展和安全

进一步防范风险

蒙山农村商业银行 陆亮安

43. 信息安全审计促进城商行安全统筹发展探索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 柳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何晔华 高虹

44. 内部审计优化助推国有企业统筹发展与安全———

以 GX 保险公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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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苏光赫

45. 内部审计为铁路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

用的思考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 黄蓉

46. 内部审计如何为企业统筹发展和风险管理发挥作

用

广西剑麻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 农璟欣

47.内部审计推动供电企业安全发展路径的探索

防城港供电局 刘成萍

48. 浅析内部审计如何在防范风险中发挥价值

邕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李欢伦

49. 内部审计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贺州市气象局财务服务中心 覃舒伶

50. 构建经济责任审计闭环工作机制 助推高校统筹与

安全发展

广西科技大学 柳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符金凤 钱春玲 高虹

51. 内部审计助力公安安全发展实践探索———以信息

化项目审计为例

柳州市公安局审计科 陈国健 韦敏

52. 简析如何让内部审计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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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市气象局 韦群英

53. 强化内部审计，为网络信息安全保驾护航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骆克军 覃世宁 沈锋 宁建 温可敏

54. 新时期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履职增效初探

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黄惠

55. 浅析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企业内部审计作用

富川农村商业银行 周隆森

三等奖（84 篇）：

1. 审计“五步法”助力“央地”电网企业融合及发展

安全的路径探讨

广西电网责任有限公司贺州供电局

李月华 覃鹏宇

2. 内部审计如何为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灌阳农村商业银行 陆之璞

3. 探寻内部审计如何统筹农商行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

与安全

鹿寨农村商业银行 赵木兰

4. “一条主线四个支撑”促进企业统筹发展与安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张剑锋

5. 基于内审视角的高校安全发展探究

广西医科大学 伍济芬 陈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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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进精细化管理 助推医院安全发展的探究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周俐

7. 丰富成本费用审计手段 深化审计成果运用———发

挥审计增值作用保障电网企业发展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 廖燕青

8. 浅析内部审计如何为电网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驾

护航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钦州供电局 廖廷婷

9. 内审统筹推动经济发展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欢

10. 大数据技术对企业内部审计价值提升的探讨

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陆姿媚

11. 内部审计为公司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赵健勤

12. 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推动组织增加价值的作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钦州供电局 李绍安

13. 浅谈安全风险体系理论在电网企业内部审计工作

中的应用

广西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陈彬

14. “审控一体化”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宋文昭

15. 浅析内部审计如何发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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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气象局 檀祖雯

16. 内部审计为广西农垦发展和安全发挥之作用

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枳

17. 浅析内部审计在电网企业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作

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韦巍

18. 基于建设工程审计管理平台推进电网企业发展的

研究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 文槟

19. 浅谈新常态下内部审计如何发挥防风险促发展的

作用

北海供电局 曾晓雪

20. 开展信息化审计助推企业安全发展

广西柳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韦姮羽

21. 构建失信“黑名单”惩戒机制，促进企业安全发展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黄中梅 李德云

22. 完善内部审计监督体系，实现公立医院安全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黄鹏程

23.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对风险防范、提高效益的作

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贺州分行 陈敏

24. 关于在房地产企业中内部审计如何参与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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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

广西大都投资有限公司 吕博龙

25. 进一步加强内控审计 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业明

26. 内部审计如何为电网企业安全稳定增加价值的实

践与探索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崇左供电局审计部

邓京昊 黄艳芳

27. 浅谈内部审计在事业单位治理与发展的作用

贵港市气象局 刘峰林

28. 新时代下金融企业内部审计的价值实现和发展路

径思考

南宁金融集团 审计稽核部

29. 新时代电网企业内部审计发挥增值作用的思考和

探索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 林晓华

30. 论内部审计如何为企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的浅见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来宾供电局 黄才明

31. 内部审计为推动国有企业发展与安全彰显新作为

初探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河池供电局审计部 覃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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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部审计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吕敏灵

33. 现代内部审计为事业单位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

用

北海市气象局 柳会娟 莫海云

34. 内部审计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作用

广西农垦立新农场有限公司 徐永林

35. 内部审计为商业银行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作用

资源农村商业银行 郑熠为

36. 浅谈内部审计为中小银行金融机构统筹发展和安

全发挥增值作用

融安农村商业银行 龙显宏

37. 开展工程项目投资效益审计 助推电网企业安全

发展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来宾供电局 蒋芳敏

38. 统筹发展与安全思维模式下的内部审计路径———

基于对公立医院的实践研究

河池市人民医院监察审计科 杨 芳

39. 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下人民银行内部审计作用研

究

中国人民银行钦州市中心支行 陈臻羽

40. 浅论贸易公司内部审计如何为公司增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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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交投商贸有限公司 欧荣鹏

41. 南宁金融集团“朱槿模式”下依托内部审计强化

风险管理的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探讨

南宁金融集团 审计稽核部

42. 内部审计对企业发展与风险管理的作用

广西农垦明阳淀粉发展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 黎飞

43. “四转变四加强”发挥内部审计增值作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 罗红

44. 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发挥统筹发展及安全作用研

究

广西悦桂田园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潘天榆

45. 新时代背景下内部审计做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途

径研究

广西农垦良丰农场有限公司 黄永嘉

46. 内部审计为推进电力企业经营发展的增值探索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黄永辉

47. 内部审计的四个维度对推进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的

积极作用

广西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纪元

48. 新时期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发挥内部审计的职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李兴超

49. 内部审计助力医院统筹发展和安全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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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曾山珊

50. 浅谈内部审计在企业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作用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筠舒

51. 内部审计如何为本组织统筹发展和安全发挥增值

作用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纪检监察审计局 李英华

52. 浅谈内部审计助推改革后企业合规发展

广西能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凌玲

53. 新时代下内部审计对促进组织经济安全发展的探

究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审计局 黄晓明

54. 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联袂机制研究———基于DSR模

型

广西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都

55. 大数据技术促进内部审计的安全高效发展对策研

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广西分部 廖梓扬

56. 把握新发展阶段 发挥内部审计增值作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梧州供电局 何育欣

57. 基于提升电网企业抗风险能力视角下的审计成果

开发与深化应用研究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中心 黄兰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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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助力新金融 更好发挥内部审计增值作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张焱

59. 医院内部审计的作用

崇左市中医壮医医院审计科

60. 探索内部审计监督全覆盖，助力企业安全健康发展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 刘博

61. 构建“安全”企业，助力“一张网”建设———新电

力内控风险评价体系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 韦毅

62. 新时期电网企业内部审计的转型与发展研究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 陈睿

63. 统筹优化银行内部审计计划工作的思路———以B县

级银行金融机构为例

百色右江农村合作银行

黎春妮 农婧 陈志南

64. 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研究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韦祝君

65. 基于目标管理的电网企业内部审计体系构建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 蒋诗雅

66. 建筑企业内部审计风险与对策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王冰

67. 企业内部审计监督、统筹建议及整改反馈模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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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审计部

蒋威 李宏英

68. 浅谈大数据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内部审计应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钦州供电局 陈小桥

69. 对建筑企业会计风险管理中内部审计作用的分析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竞

70. 基层农村合作银行内控体系构建对策研究

漓江农村合作银行 庾茜

71. 浅谈企业内部审计职能与企业效能监察职能的有

效整合

广西大都投资有限公司 黄敏政

72. 浅析企业统筹发展现场审计数据安全与防范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钦州供电局 张枝毅

73. 浅谈企业并购下的内部审计

广西建工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蒋四荣 龙诗妍 徐慧 黄丝丝

74. 新时代下商业银行管理型内部审计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总审计室 全文斌

75.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内部审计增值路径的探索与实

践———以央行征信信息安全管理专项审计为例

中国人民银行贺州市中心支行 叶剑 叶林波

76.数字化转型新形势下电网企业内部审计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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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 韦海玲

77.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农村商业银行中的应用研究

来宾农村商业银行 覃月霞

78. 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公立医院内部审计的优

化路径研究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西南宁市科技馆

苏婷 陈玲玲

79.浅谈新时代建筑业内部审计的转型与发展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 玉芳

80. 城市医疗集团内部审计面临的问题和优化对策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庞雪瑜

81. 电网企业运用内部审计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途

径浅析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钦州供电局 梁文杰

82. “三线模型”下银行业内部审计发展探析———以 GX

模型的应用为例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 能 韦繁章 黄昆 黄辉 韦丹丹 季红连

许杏 黄雯静 罗欣 王珊珊 李乾坤

83. 关于构建相对独立的行政事业单位内审机构体系

探讨

南宁市江南区审计局 广西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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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金桃 赖启兆 严鹏

84.如何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审计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罕

组织奖：

1.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审计部

2.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3.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审计处

4.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绩效部

5.柳州市内部审计协会

6.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内

控合规部

7.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总

审计室

8.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审计室

9.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10.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

11.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教育分会

分送：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存（2）

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秘书处 2021年12月 15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