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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101号文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内控体系为核心、
以合规管理为基础,建设风险、内控、合规相互融合的“三位一体”内控体系,实现“强内控、防风险、
促合规”的管控目标。这就对国有企业管理提升和制度完善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和方向。作者结
合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现状,分析内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推进内控体系有效运行的策
略建议。
[关键词] 国有企业；内控体系；风险管理；合规管理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Strengthening Internal Control, Preventing Risks, and Promoting Compliance -- The
Analysis of Internal Control Status and Operation Strateg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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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9, No. 101 of the State Council SASAC proposed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establish a "trinity"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ntegrating risk, internal control, and compliance which is risk
management oriente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centered,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based, so as to achieve the
control goal of "strengthening internal control, preventing risks and promoting compliance". And it puts
forward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and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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