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文件
皖内协发〔2019〕10 号

关于举办信息系统审计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县（区）内审协会，各分会、会员单位，各内审机构：
根据省内部审计协会培训工作计划安排，定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14 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信息系统专题培训班，现将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培训的对象
本次培训的对象为：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审计部门负
责人及审计人员；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内部稽核部门负
责人及审计人员；财务部门刚刚转入内部审计部门的从业人员；
准备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师等职业人士；专职
从事信息系统审计、风险管理的从业人员；高校从事审计理论研
究与实务教学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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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培训的内容
本次培训的内容为：大智移云时代与内部审计变革，信息系
统审计准则，信息系统审计理论与实务，信息系统审计技术基础
与操作实务，信息系统业务过程评价和风险管理，具体课程名以
培训指南（课表）为准。
三、本次培训的师资
本次培训的所有课程由省内审协会和东北财经大学精心组
织的师资团队授课，授课老师皆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及丰富实践经
验,具体师资以培训指南（课表）为准。
四、本次培训的地点
宾馆：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滨海西路 81 号
电话：0571－87996999
五、本次培训的费用（不含交通费、食宿费）为 1800 元，
学员往返交通费、食宿费按照安徽省规定的标准执行，由送培单
位负责解决。
六、请参加培训的人员填写报名表发送至 ahnspx@163.com。
七、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6 月 7 日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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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 系 人：王婷玉

袁小龙

联系电话：0552-3171032
邮

箱：ahnspx@163.com

附件：1.培训班报名表
2.宾馆乘车线路
3.安徽省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证书申请取得流程
4.安徽省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证书申请表

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
2019 年 5 月 8 日

分送：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审计厅，本会会长、副会长，本会监事长
安徽省内部审计协会秘书处

2019 年 5 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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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培训班报名表

姓 性

单

职

发票

纳税人

名 别

位

务

抬头

识别号

联系方式

住宿情况
（打勾）

电

手

信

单

合

不

话

机

箱

住

住

住

附件 2：宾馆乘车线路
（一）出租车
1.大连周水子机场—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全程约 15 公里，耗时约
30 分钟。
2.大连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全程约 10 公里，耗时约 35 分钟。
3.大连北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全程约 22 公里，耗时约 30 分钟。
4.大连汽车站总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全程约 10 公里，耗时约
27 分钟。
5.建设街长途汽车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全程约 10 公里，耗时
约 28 分钟。
6.大连汽车客运总站站南汽车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全程约 10
公里，耗时约 25 分钟。
大连出租车起步价为 10 元（3km），采用公里数和时长同时计费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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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超过 3km 后按公里计费；车速低于 12km/h 累计超过 5 分钟后按分钟
收费。具体耗用时间及车费依当日实际路况为准。
（二）公交车或地铁
1. 大连周水子机场—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1) 地铁转 541/702 路加车/702 路公交车：约 1 小时 9 分钟
步行约 170 米至“机场地铁站（A 口）”乘坐地铁 2 号线，乘坐 10
站至“人民广场地铁站（C 口）”下车，步行约 220 米至 541 路/702 路加
车/702 路“长春路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乘坐 13 站至“银
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2) 大连公交机场专线 2 号线转 49 路公交车：约 1 小时 20 分钟
步行约 400 米至“国际候机楼公交站”乘坐大连公交机场专线 2 号（开
往会展中心方向），乘坐 4 站至“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约 340 米至 49
路“会展中心站”，乘坐 4 站至“森林动物园南门站”下车，步行约 63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2.大连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1) 702 路公交车：约 46 分钟
步行约 450 米至 702 路“友好广场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
乘坐 18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8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2) 5 路公交车：约 47 分钟
步行约 600 米至 5 路“青泥洼桥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
乘坐 15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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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41 路公交车：约 51 分钟
步行约 500 米至 541 路“站北广场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
乘坐 19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4) 地铁转 47 路公交车：约 1 小时 12 分钟
步行约 510 米至“友好广场地铁站（D 口）”乘坐地铁 2 号线（开往
海之韵方向），乘坐 3 站至“会议中心地铁站（A 口）”下车，步行约 110
米至 47 路“会议中心站”，乘坐 22 站至“市委党校站”下车，步行约 18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3.大连北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1) 地铁转 49 路公交车：约 1 小时 16 分钟
步行约 120 米至“大连北站地铁站（C 口）”乘坐地铁 1 号线（开往
河口方向），乘坐 13 站至“会展中心地铁站（D 口）”下车，步行约 410
米至 49 路“会展中心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乘坐 4 站至“森
林动物园南门站”下车，步行约 63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2) 1022 路转 541 路/702 路：约 1 小时 35 分钟
步行约 400 米至 1022 路“民悦广场站”（开往青泥洼桥方向），乘
坐 21 站至“长春路”站下车，同站换乘 541 路或 702 路（开往森林动物
园南门方向），乘坐 13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
天白云大酒店。
(3) 1 路/1 路加车转 541 路：约 1 小时 34 分钟
步行约 460 米至 1 路/1 路加车“民悦广场站”（开往青泥洼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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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 21 站至“北岗桥汽车站”下车，步行 198 米至 541 路“北岗桥公交
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乘坐 16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
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4.大连汽车站总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541 路公交车：约 39 分钟
步行约 140 米至 541 路“北岗桥公交站”，乘坐 16 站至“银沙滩站”
下车，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5.建设街长途汽车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541 路公交车：约 50 分钟
步行约 440 米至 541 路“站北广场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
乘坐 19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7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6.大连汽车客运总站站南汽车站—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702 路公交车：约 42 分钟
步行约 178 米至“友好广场站”（开往森林动物园南门方向），乘坐
18 站至“银沙滩站”下车，步行约 180 米至大连海天白云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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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安徽省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证书申请取得流程
一、内部审计人员取得《安徽省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证书》（以下
简称“后续教育证书”），采取资格认证和考试两种形式。
二、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参加省内部审计协会组织的后续教育并
提交申请表和相关证书复印件，经省内部审计协会审批后取得“后续教育
证书”：
1.具有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证书的人员；
2.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造价工程师等相关执业证书的人员；
3.具有审计、会计、经济及相关专业初级及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
人员。
三、不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须参加省内部审计协会组织的专业胜任
能力培训，通过考试（考核），成绩合格后取得“后续教育证书”。
四、申请取得“后续教育证书”的人员，须填写申请表（两寸照片两张）
和相关证书复印件, 在参加培训报到时提交。
五、已取得“后续教育证书”的人员，在参加培训报到时提交“后续教育
证书”，以便记录后续教育学时；已取得“后续教育证书”但遗失的人员，须
重新填写申请表（两寸照片两张）, 在参加培训报到时提交，经审查确认
后补发“后续教育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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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安徽省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证书申请表
安徽省内部审计人员后续教育证书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职

务

单

位

专（兼）职

照片（二寸）

内审人员

职称或执业
资格

从事内审
工作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通信详细地
址及邮编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主要工作
经历
省内部审计
协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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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