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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定义(2001),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
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
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本文通过阐述我国内部审计的发展以及现阶段企业内部审计的局限性,浅议了内
部审计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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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nterprise Internal Audit
Yali Liao
Zigong Dongtou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 Ltd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2001), internal audit is an
independent and objective confirmation and consulting activity aimed at increasing value and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By applying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methods, it evaluates and improves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control and governance process, and helps the organization achieve its objectiv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udit in China and the limitations of enterprise internal audit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ternal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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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信息技术应用其中,信息化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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