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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6 年卫计系统内部审计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计委及各医疗卫生单位：
去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
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相关配套文
件，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要求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
理体制，建立具有审计职业特点的审计人员管理制度，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
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做到应审尽审、凡审
必严、严肃问责。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
应的审计监督机制，更好发挥审计在保障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推动深化改革、促进依法治国、推进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去年年底财政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
见》要求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
《意见》指出已经建立并实施内
部控制的单位，应当按照本指导意见和《单位内控规范》要求，对本单位内部
控制制度的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和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对照检
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抓好整改落实，进一步健全制度，提高执行力，完善
监督措施，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尚未建立或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的单位，必须于 2016 年底前完成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工作。
为满足广大卫计系统内部审计人员提高审计专业知识水平的需要，学习领
会《2016 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的精神，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卫生分会由于特殊
原因，以后每年的培训将由中国卫生内部审计网来执行，将继续以重实务、重
成效为宗旨，突出卫计行业特点，紧密贴近卫计审计实际，以指导卫计审计实
务规范化和程序化操作为重点，指导在卫计审计实践中如何提升质量，防范审
计风险。培训班也将继续邀请国家卫计委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协会、高校、
医疗卫生机构具有丰富卫生审计实践经验的负责人授课，传授丰富的卫生审计
实践经验，告诉大家如何把握审计的着眼点与侧重点，教会大家如何开展内部
审计工作。使大家学有收获，指导卫计审计实践。

根据会员单位和广大卫计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者的实际需求， 2016 年将举
办 5 期高级培训班、一年一届的年会和系列精讲班，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的内容、时间、地点
（一）卫计系统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审计最新政策解读暨审计外包与管理、
后勤社会化外包服务评价审计培训班
主题 1. 卫计系统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实务
1）基本原则
2）主要任务（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内部流程控制；加强内部权力制
衡，规范内部权力运行；建立内控报告制度，促进内控信息公开；加强监督检
查工作，加大考评问责力度等）
3）内部控制制度评价。
授课专家：北京市医管局处长
主题 2. 《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解析
主要任务（实行审计全覆盖；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
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推进审计职业化建设；建立健全履
行法定审计职责保障机制；完善审计结果运用机制；加强对审计机关的监督等）
《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解析
1）实行审计全覆盖的目标要求
2）对公共资金实行审计全覆盖
3）对国有资产实行审计全覆盖
4）对国有资源实行审计全覆盖
5）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
6）加强审计资源统筹整合
7）创新审计技术方法
授课专家：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博士
主题 3：卫生计生系统审计外包与管理
主题 4：后勤社会化外包服务评价审计
主讲人：原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卫生分会培训部 吴龚主任
本次培训突出理论专业知识学习与卫生计生系统内部审计实践紧密结合
的特点，采取授课、现场答疑、教学互动等交流方式进行。
时间、地点
第一期 5 月 5 日—5 月 11 日 陕西西安（报名截止日期：4 月 29 日）
第二期 5 月 26 日—6 月 1 日 安徽黄山（报名截止日期：5 月 20 日）
（注：具体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二）卫计系统内部审计实务高级培训班
第一期主题与授课专家：
专题 1.事业单位内部内部审计及经济责任审计
授课专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审计系教授
专题 2.医疗卫生机构大型医疗设备绩效审计
授课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审计处处长
专题 3.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解读与案例评析
授课专家：原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卫生分会培训部 吴龚主任
第二期主题与授课专家：
专题 1. 卫计系统专项资金审计
授课专家：四川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专题 2.医疗卫生机构科研经费审计
授课专家：北京妇产医院审计处处长
专题 3.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审计
授课专家：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财务总监
专题 4.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解读与案例评析
授课专家：原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卫生分会培训部 吴龚主任
第一期 2016 年 7 月 14 日—20 日 宁夏银川（报名截止日期：7 月 8 日）
第二期 2016 年 8 月 4 日—10 日 山东青岛（报名截止日期：7 月 29 日）
（三）2016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内部审计年会暨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会
主题: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实现审计全覆盖
年会将邀请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相关领导及该领域知名专家紧密结合
当前医改新形势下卫生审计面临的形势、任务与机遇，从两个《意见》下内审
的职能发挥，新形势下内部审计如何更好地通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帮助组织
完善治理、增加价值等做专题报告。并同时组织获奖论文代表发表观点和介绍
经验。（论文请发邮箱 472200738@qq.com）
年会期间，将继续举办“卫生计生单位内部审计工作专题经验交流会”
，
请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的好的单位分专题介绍开展内部审计的经验体会。现场
互动交流工作疑问、借鉴共享审计经验，达到相互切磋、解疑释惑、共同提
高的目的。

年会演讲部分：
1.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财政部会计司处长
2.医院内部控制实践——清华长庚医院财务部部长
3.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工作新要求与审计查出违规问题的定性表述
——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资金监管中心
年会交流部分：
1. 医院零星工程审计——中山大学审计处处长
2. 医院内部控制评价——安徽省立医院审计处处长
3. 后勤社会化外包服务评价审计——中国卫生内部审计网 吴龚主编
4. 医用耗材采购管理审计---5. 医院内部审计风险防范与控制——
6. 科研经费内部控制审计——
时间、地点：2016 年 9 月 23 日—29 日 地点：广西 桂林（报名截止日
期：9 月 16 日）
（四）医疗卫生系统刑事法律风险防控高级培训班
主题 1.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授课嘉宾单位：中央党校党建部
主题 2.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授课嘉宾单位：中国内部审计协会
主题 3.贪污贿赂犯罪与职务犯罪侦查
授课嘉宾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
主题 4.医院院长刑事法律风险与警示
授课嘉宾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
主题 5.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若干问题——以刑事审判为视角
授课嘉宾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主题 6.医疗卫生系统常见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表现形式、审查方法及适
用的法规导向
授课嘉宾单位：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资金监管中心
时间：2016 年 11 月 13 日—19 日地点：北京（报名截止日期：11 月 6 日）

二、报名及结业
各单位可组织统一报名，个人也可直接报名。报名时请填写报名回执通过
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传至我会，我会将按学员所报班次于开班前回发“报到须
知”
，请学员按“报到通知”所列地点、时间前往报到。
三、费 用
培训费：1500 元/人（含三本书费，学员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
四、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文娴 柴云双 李 安
电 话：010－62222362 010-62228083
传 真：010－62222401 010-62222574
E-mail：abcpeixun@263.net

010-62226025
010-62226589

网站地址：北京海淀区联慧路海云轩大厦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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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内部审计网运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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