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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其中社保基金方面,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
升,对基金的认可度也在增加,基金数量、金额、范围在不断增加,进而使得基金有了很好的发展。然而
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审计工作把关。本文围绕社保基金审计展开讨论,对社保基金审计
现状进行分析,并给出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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