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卫生内部审计网文件
卫审网函[2015]11 号

关于举办“2016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精细化管理精讲班”的通知
为了推进卫计系统内部审计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制度，规
范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的内容、程序与方法，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精细化
管理，更有效地发挥内部审计为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价值和改善运营的目标，中国卫
生内部审计网决定举办“2016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精细化管理精讲班”
。希望全
国卫生计生系统从事相关工作的领导和人员根据业务需要，积极踊跃参加。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时间、内容
序号
地点 日期（周三报到，周四五上课）
培训内容
第一期 三亚

2 月 24 报到，
25 日、26 日上课

第二期 厦门

3 月 23 报到，
24 日、25 日上课

第三期 长沙

4 月 20 报到，
21 日、22 日上课

第四期 重庆

5 月 18 报到，
19 日、20 日上课
6 月 22 报到，
23 日、24 日上课

第五期 西宁

第六期 乌鲁木齐 7 月 7 报到，
8 日、9 日上课
第七期 大连
7 月 20 报到，
21 日、22 日上课
第八期 呼伦贝尔 8 月 22 报到，
23 日、24 日上课
第九期 成都
9 月 21 报到，
22 日、23 日上课
第十期 苏州
10 月 26 报到，
27 日、28 日上课
第十一期 深圳
11 月 16 报到，
17 日、18 日上课
第十二期 昆明
12 月 14 报到，
15 日、16 日上课

1.卫计系统建设项目全过程审计
2.零星修缮工程项目审计
3.卫计系统经济合同管理与审计
1.卫计系统内部控制制度梳理、评价与建立
2.医院内部审计风范的防范与控制
3.建设工程招投标审计操作案例分析
4.建设工程设备和材料采购审计操作案例分析
1.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操作实务之政府采购
业务控制、建设项目控制、合同控制
2.卫计系统建设项目全过程审计
1.科研经费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2.医疗设备绩效审计、医用耗材采购审计
1.卫计系统内部控制制度梳理、评价与建立
2.卫计系政府采购合同、法律适用及审计
3.非招标采购的程序及注意事项
1.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解读与案例评析
2.政府采购程序、注意事项与审计
1.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解读与案例评析
2.医用耗材采购管理审计、科研经费审计
1.卫计系统内部控制制度梳理、评价与建立
2.卫计系统经济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与审计
1.医用耗材采购审计、科研经费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2.医院内部审计风险防范与控制
1.医疗卫生机构专项审计内容与方法
2.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实务与案例分析
1.卫计系统建设项目全过程审计
2.卫计系统经济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与审计
1.非招标采购的程序及注意事项
2.卫计系统政府采购合同、法律适用及审计
3.科研经费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二、参加对象
1、各省、市、县（区）卫计委职能科室管理人员；
2、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分管院长、审计处/科、财务处/科、基建处、后勤
科、设备科、药剂科等职能科室负责人；
3、各医学（卫生）院校、科研院所有关领导及审计处/科、财务处/科、基建
处、后勤科等职能科室负责人。
三、主讲人
吴 龚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卫生分会培训部主任、中国卫生内部审计网主编、
《卫生计生系统政府采购法规汇编及解读》
、
《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模拟课堂》作
者之一，卫审网 QQ 群专家团队主要负责人。
所有授课都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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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将用大量图表
进行演示，大家学完后马上就可以直接参照使用。
四、收费标准（以下会员卡可以在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卫生分会 2016 年举办的
培训班及年会上使用）
1、医院团体学习会员卡费用标准：
金卡：会务培训费：12000 元，有效期两年，20 人次学习（相当于每人每期 600 元）；
银卡：会务培训费：8000 元，有效期两年，10 人次学习（相当于每人每期 800 元）；
铜卡：会务培训费：5000 元，有效期两年，5 人次学习（相当于每人每期 1000 元）。
2、其他收费标准
A 类：会务培训费：40000 元，送卫计系统内部审计软件之经济合同管理与审
计模块单机版、送卫生内部审计网内审远程课、6 人次学习（有效期一年）。
B 类：会务培训费：10000 元，送卫计系统内部审计软件之经济合同管理与审
计模块网络版使用权一年或零星工程模块网络版使用权一年、4 人次学习（有效期
一年）。
C 类：会务培训费：4000 元，送二十本书（
《卫生计生系统政府采购法规汇编
及解读》与《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模拟课堂》搭配着送）
，2 人次学习（有效期
一年）。
D 类：会务培训费：1300 元/人/期（送一本《卫生计生系统政府采购法规汇编
及解读》或《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审计模拟课堂》
）
五、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文娴 电 话：010-62222362 62278417 18911956920
传 真：010-62222401 62278417
E-mail：32630026@qq.com
网站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联慧路海云轩大厦 C 座 2 层
六、其他事项
1、请购买学习卡或按 A 类至 C 类标准交费的单位填写下面表格并传真至会务

组。会务组收到后将把会员卡服务合同和发票快递给购买单位，保障购买单位的
权利；
2、购买学习卡或按 A 类至 C 类标准交费单位请通过转账的方式汇款到指定账
户（收到费用后，会务组将把发票、合同、会员卡、已出版的书快递到购买单位）。
开户名称：北京中培伟业文化交流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铝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1100 1117 6000 5900 0332
银行行号：105100003179

中国卫生内部审计网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北京中培伟业文化交流中心
2015 年 12 月 10 日

-----------------------------------------------------------------报名回执表
姓

名

性别

集体报名学员人数（
传真号：

职务

工作单位

）人

带队人姓名（
手
机：

区号+电话

第几期

）
（公章）

备注：
1、汇款日期：
月
日
2、汇款钱数：
元
3、购买学习卡： 金卡（
） 银卡（
） 铜卡（
）
4、其他标准：40000 元（
） 10000 元（
） 4000 元（ ）
5、开票单位：北京中培伟业文化交流中心，开票项目：会务费（ ）培训费（ ）
请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