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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事业单位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风险管理视角下的
内部控制管理迫在眉睫。就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而言,尚处于探索阶段。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管理工
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内部控制体系。因此,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亟
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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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is imminent. It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for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lthough th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chieves phased results, it does not
form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n
public institutions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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