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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文件

豫内审协〔2021〕17 号

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关于印发2022年度培训班会议交流会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2 年度培训班会议交流会计

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做好参训参会人员的计划

安排。实施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反馈意见。

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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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2 年度培训班会议交流会计划

为帮助各级内审机构和广大内审人员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

岗位胜任能力，推动内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干

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国

内部审计准则《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

范》中共河南省委审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

意见》《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会员、委

员单位（以下统称“会员单位”）内部审计人员需求，河南省内

部审计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制定了 2022 年度培训班、会

议、交流会计划。

一、总体目标

坚持党建业务“双培训”原则，以会员单位审计人员需求为

导向，针对内审工作特点和内审人员能力需要，开展分级分类培

训，着力提升内审人员的政治能力和专业能力，打造信念坚定、

业务精通、作风务实、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队伍，为内

部审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二、计划编制说明

（一）计划项目确定。根据近 3 年内审工作调研情况和收集

的每期培训班参训学员意见建议和需求愿望，参考中内协培训班

项目计划的频次，在逐步提高内审业务活动覆盖面基础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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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组织能力，确定 2022 年度计划举办培训班 6 个班次，按协

会章程规定召开 3 次例行会议，组织召开 6次内审业务交流会（见

附件 1 和附件 2）。

（二）培训内容设置。依据内部审计新任务、新要求，结合

当前内审工作需要和审计人员的知识需求、能力培养需求，在培

训内容设置上，重点安排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审计法律法规、

审计实务操作、信息化审计以及学党史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教学

内容。

（三）培训师资选聘。建立党建与业务、理论与实战相结合

的教学体系，重点加大审计实务教学师资选聘比例，形成梯次配

置，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流师资，实施研讨式、交流式、互动式、

案例式教学，更好适应高质量、高水平培训教学需求，提升培训

实效。

（四）培训场地选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为保障参

训学员健康安全，重点在新冠疫情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清零、新增

本土病例清零、往返行程近、高铁能直达、城区交通便利的省会

城市考察选择培训会议地点，教学场地应具备多媒体教室和 4 个

以上分组讨论会议室等基本条件，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服务设施等。

（五）培训时间安排。结合内部审计工作特点，主要考虑工

学矛盾和培训任务均衡性，便利师资参与教学，教学内容充实等

方面因素安排培训班举办时间。

三、报名方式及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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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方式

培训班、会议、交流会实行网上在线报名，请参训参会人员

登录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网站（www.hnsiia.com）报名。

（二）培训费

收费标准（会议、交流会不收取培训费）：会员 1800 元/人，

非会员 2000 元/人，培训费由学员派出单位负责，主要采取对公

转账方式缴费。

四、有关要求

（一）请各单位根据培训计划统筹安排，处理好工学矛盾，

认真做好参训人员选派工作，注意解决好重复培训和多年不训的

问题。

（二）年度培训班培训项目、时间、地点一次性安排到位，

为保证培训效果，每个培训班设定有人数规模限制，按报名时间

先后确定参训人员。

（三）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协会将严格执行国家各

有关部门发布的疫情管控相关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方案，

增加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全过程疫情防控管理。如因疫情等不可

抗力事件，致使活动取消举办或时间顺延，协会将提前另行下发

通知予以公告。

（四）培训班、会议、交流会的其他事项以具体通知为准。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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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371-86050260 15738876315

附件 1：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2 年度培训计划表

附件 2：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2 年度会议及学习交流会

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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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2 年度培训计划表

类别 时间 地点 培训班名称 参训人员 师资来源 主要授课内容

机

构

管

理

层

8 月

（8月 4日

至 8月 10 日）

银川

新时期内部审

计创新与发展

培训班

企事业高

管、内审机

构负责人及

相关管理人

员

中内协领导，省

级审计机关领

导，企业高管，

业内专家、高校

教授。

围绕新时代内部审计新任务新要求，探讨内部审计创新与发展，学习解

读新修订的《审计法》，单位主要领导推动内部审计制度机制建设的工作经

验交流，科技与人才强审经验交流，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

的审计案例分析，结合审计案例讲解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及其指导意见、管理

审计的主要内容及方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场教学:观摩沙漠

治理成果展。

专

题

类

3 月

（3月 17 日

至 3月 23 日）

福州

内部审计高质

量发展及提质

增效培训班

内审机构负

责人及审计

人员

审计署案例教

学师资，审计实

务专家，知名院

校教授等。

十四五规划解读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结合审计案例讲授大数据审计数

据采集、建模分析等技术方法，管理审计案例教学，内部控制风险识别及易

发生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案例分析，投资项目绩效审计案例教学。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现场教学辅导。

6月

（6月 16 日

至 6月 22 日）

苏州

建设项目审计

实务与案例分

析培训班

审计人员及

其他相关人

员

建设项目管理

专家，审计实务

专家，知名院校

教授等。

结合审计案例学习解读《政府投资条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

条例》，工程项目审计大案要案解析，工程项目审计的风险点（招投标、施

工合同、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工程造价跟踪审计案例教学，新形势下投资

审计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方式，投资审计转型与审计实战，介绍信息技术

在建设项目审计中的应用，经责审计案例教学。弘扬审计文化：参观中国审

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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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时间 地点 培训班名称 参训人员 师资来源 主要授课内容

专
题
类

9 月

（9月 15 日

至 9月 21 日）

宁波

审计项目主审

（业务骨干）

培训班

内审机构负

责人及审计

骨干

中内协领导，审

计实务专家，知

名院校教授等。

学习解读新修订的《审计法》，结合审计案例讲解主审的法定地位和工

作内容，探讨分析如何科学谋划和培育优秀审计项目，解读审计报告具体准

则和实务指南以及审计报告的编制要求，经责审计、工程项目审计案例教学，

科技强审与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案例讲解，主审工作经验分享交流。传承红船

精神: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10 月

（10 月 20 日

至 10月 26日）

威海
经济责任审计

培训班

审计人员及

其他相关人

员

审计署案例教

学师资，经责审

计实务专家，知

名院校教授等。

结合审计案例学习解读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及其指导意见，重点讲授内管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取证与定性的方法技巧，结合审计案例讲解依托大数据平

台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路与方法，介绍“巡视巡察+审计”联动模式下的审

计工作经验，经责审计、工程项目审计案例教学。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现场教

学：参观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行

业

类

5 月

（5月 12 日

至 5月 18 日）

南京

卫生健康系统

内部审计人员

能力提升培训

班

审计人员及

其相关人员

审计署案例教

学师资，卫生健

康系统审计实

务专家，知名院

校教授等。

卫生健康系统经济责任审计实务案例教学，医院内部管理与风险防控重

点难点环节的审计案例分析，运用大数据平台医院物资采购审计的思路与方

法，新形势下投资审计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方式案例分析，医疗卫生系统

审计工作经验交流。革命传统教育：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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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 2022 年度会议及学习交流会计划表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会议主要内容 参会人员

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2月 郑州

审议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工作报告；审议协会 2021

年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关于变更理事、常务理事

和增补理事的议案；审议 2022 年重点工作。

省内审协会理事、监事，各省辖市内审协

会会长、秘书长或省辖市审计局分管内审

协会工作的负责人，理事单位非理事的内

审机构负责人。

会员单位内审机构负责人省级之间

内审工作交流会

（与培训班同步）

3月 福州

福建、河南两省内审机构负责人介绍本单位及内审机

构简介、内审工作开展情况；交流内审制度机制建设、

内审工作经验和做法等；交流探讨典型案例或行业内

部审计共性问题。

邀请厅领导、内审指导处领导，省协会领

导，会员单位省级内审机构负责人。

培训师资交流研讨会 4月 洛阳

探讨新时代内审人员培训需求及教学内容设置；研究

探讨内审师资库建设和师资分层次、分类型构建体系；

交流内审培训的教学经验与方式方法。

邀请师资对象：党建政治类、宏观经济类、

政策法规类、国家审计实务类、内部审计

实务类、信息化审计类等。

中部地区省级内审协会工作交流会 4月 洛阳

交流协会建设工作经验；研究探讨新时代内审协会区

域协作与资源共享；探讨后疫情时代协会工作的创新

与发展。

邀请中部 6省（市/区）内审协会会长、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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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会议主要内容 参会人员

卫生健康内部审计专业委员会机构

负责人交流会

（与培训班同步）

5月 南京

交流内部审计工作经验；研究探讨行政事业单位（公

立医院）“智慧审计”项目，发挥医院内部审计信息

化优势；探讨如何强化对政策跟踪、“三资”管理、

管理绩效、经济责任、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审计监

督，实现审计监督与服务全覆盖。

卫生健康内审专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部分会员单位内审机构负责人。

全省内部审计协会会长秘书长会议

（与培训班同步）
6月 苏州

交流协会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探讨疫

情常态化下协会的建设与发展；探讨协会工作如何转

观念、转作风、转方式。

邀请厅领导、内审指导处领导，省协会领

导，各省辖市内部审计协会会长、秘书长

或审计局分管内审协会工作的负责人。

五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学习交流会

及卫生健康内部审计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会第四次学习交流会

会员单位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经验

交流会

（与培训班同步）

6月 苏州

学习《章程》相关内容；交流 2022 年上半年重点工作；

探讨如何创新内部审计工作方法，实现内部审计服务

增值；交流内部审计工作先进经验。

常务理事及卫生健康内审专委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省辖市内审协会负责人，

部分会员单位内审机构负责人。

CIA 论坛交流会 10 月 郑州

宣传 CIA 证书对内审人员重要性，提升对证书的认知

度；交流考取 CIA 证书的过程及备考建议；讨论目前

CIA 在考务及继续教育中遇到的问题；研究探讨 CIA

人才培养新途径；CIA 典型经验交流互动。

省协会领导，中央驻豫单位及省属单位内

审机构负责人，高校审计专业教授，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高校审计及相关专业在

校生。

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学习交流会

及卫生健康内部审计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会第五次学习交流会

会员单位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经验

交流会

12 月

省外办

会地点

待定

总结交流 2022 年工作情况，研究 2023 年重点工作任

务；交流内部审计工作先进经验。

常务理事及卫生健康内审专委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省辖市内审协会负责人，

部分会员单位内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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