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 省 计审

赣人社字 匚⒛21〕 ⒛5号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审计厅

转发《关于深化审计专业人员职称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计局 ,

赣江新区党群工作部、省直及中央驻赣有关单位 :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印发的 《关于深化审计专

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 E⒛⒛〕84号 )转

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完善层级设置。审计专业人员职称设初级、中级、副高

级和正高级,名 称依次为助理审计师、审计师、高级审计师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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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审计师。助理审计师、审计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审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高级审计师实行考评结合,高级审计师考试合格可以

作为审计专业能力水平的证明;正高级审计师卖行专家评审。

二、坚持科学评价。审计人
早繁胯淠尸坚

芎

'德

为先,突 出

对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的评价。实行审计业务和理论成果代表作制

度,将审计专业人员的代表性业务成果作为职称评价的主要内容 ,

审计报告、审计方案等业务资料,审计工作制度、专利证书等工作

成果均可以作为业务成果代表作;审计理论文章、调研报告、科研

课题、著作教材、审计案例等均可以作为理论成果代表作。

三、实行分级分类评价。初、中级职称注重考察专业基础和

实务能力,高级职称注重考察业绩水平和业务引领作用。对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人员,包括从事内部

稽核和风险管理相关工作的审计人员,突出评价其职业判断能力

和工作成果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对从事国家审计人员,建立健

全专业能力标准评价体系,注重评价其工作业绩、政策水平和专

业能力,将通过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作为专业能力评价的参考。

四、促进审计职称与相近专业职称衔接。取得会计师、经济

师、统计师、工程师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参加高级审计师考试

时,可 以视同具各审计师职称。取得高级会计师职称,在参加正

高级审计师职称评审时,可视同具各高级审计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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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页无正文 )

江西省

(此件主动公开 )

斡Ⅰ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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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裰鄱嶷 盯Z020〕 搬 铮

人力资源搜镄猓臁嘟 簿计饕

关于深化寮谛专嬷人奥飘称嗣腱瞍藜的揩导慧见

豢省、豳治区、盅辖常及新疆生产建设真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审计厅 《局),中 央和圃家机关各部委人攀鄱门,中 央军

婺审计翳,备 中鬻金融企业、中央企业人事部门:

审计专业人员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筻要缀戚鄱分”是维护

国家财敢缀济秩序、猓簿缀济桂会键康发展的盥要力蠹。为贯镏

藩实中共中爽办公厅、圊务隗办公厅印发的 《羡于深化职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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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簿擒蕙凫》,辘觏濂化镩计甯盥人邋冁臃制趱瞍蕈鞲豳如下鞲

簿懑邋夺

⋯、憋铬饕求

《一》鞲导恩憋

瞰甯遽犟擞时代咿簿耩甑攮蓊盅义憨勰搀揩罾奋螽籀餮嬲邋

蚺屮篾爽鄹屮九瑙三咿、至咿、鹦咿、篮中食奁躐镩,讽嚣鹱鑫

蟪辂孪茗爽、督嚣番务魏攮燹鄱爨”攮唇黑簧窕簪审计鬻暧 1伍审1萆搔磷鄹冁魏镢黎礞蓁媾

攮蠛藜憋傩爨求,鏖籀审诗专盥人虽戚长魏镩”健螽翳攀铌、魏

飚化蚺窜忡膂骧人翼职饕制嶷 ,宪蕃评倏机镧曹为饔躐麟髀公蓝

评锛窜诗裔踺人爨,建馕髂念竖建、盥务耩邋、傩藏鑫爨、簿篮

舞酵爝鑫蘩簸甯骧锟鬻贽人孝驳银键爨剞攮髁睥条

《二》蓦泰攥剩

1。 竖鞲躐貉爽展◇薰爨鼹辘躐务鞲时畿畿漭镞镣搜攮餮爨 9

鼹辘窜计搴簸嶷邋鄹鬻计人窟眦镞建设饔求,发箨入孝髀猞
“
撮

撺襻
”

租
“
风向撩

″
镩嬲”饔邋镩fll于 人孝戚长釉飙腱嶷攮酶评

倏制腱环蠛 ,积掇引遘髋翳人孝,爨爽麟麓激嶷鄹释蕨寮诗人蹿

蒲力,铍穰一缄翳藩弊獒馓毽爨黻螂窜谛甯盥人盛骞戚魏藤觯貘

礴撼铮

茗☆鳌耩耩哼掌廴属犀阝罐歹卜絷J擗铲1擒卜嬲凄骞乏审静、豳蘑河阝奄事『谛、衤刂匕会絮搴等唁叫卜篝

不阙镢躐搴诗工镩实黯舞攮镣獒谮锛9窕 簪 蜜冁爨灞鼗产窜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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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数耱璩谐、藏鼹键曜镩谵簿翳兴嬲诗镢蠛婵价耱攮氵翎鞲评锛

飘制,串 籀评蓊方武◇胡篝馥除囔学餍、囔资历、囔论灾、唯鼗

璎撅向,突 幽撵鑫审谐镎嬷人曼螂冁蓝遘穗、畿力蘩簇和篮镩业

鳙。

3。 竖擒镞丿嚼繁J谱罗膝玲健畿 t晟|锛 磊埭梦爨舄帛窜萨嗜爿卜氵曦「鼗冫戌、擞J喏蓊礴巍嚣、睫

蠲桶鳙舍9簸翻蹋人簿辘鞲巍人瑙入镧搜离鬻诗鸷邋人邋翳黎制

瀵翥飙衢耧,髓邋人蠲摺遘、人苓箕窍”邛黼辘爽虢化鬻诗专业

人孝队镪 ,

三、变囊内饔

邋遽健全弹锛铬 J鍪廴、多寅至饕髀锛耱攮、剞鼷镩锛飙哼豁嘻、促邋职

镳镩锛岛人才瀚蓥健瑙嘴簸衢鼹、舳巍饔糠觯甯骧鍪鄹蹶鑫,黝

戚锇鳖舍蠼、掸镛貘髀、饔暧畿巍、遢鞲揍髑豳窜铮薄嬷人爨冁

簿镧趱◇

《冖》健全铮锛椿篾

1.宪 罄职称搔级设爨。窜忡絷睫人员职黎囔初缀、咿缏、

鞲缀,初级职貉只设助嘤缀,篙 貘冁称分馕翻鑫缀和蓝耩冁。韧

冁、咿冁、翻鑫貘和蓝鞲冁职黎瑶稗镶次为躜蠖鬻忡簿、窜计

嬲、耩缀窜谛鄹酗正簿冁审计卿仓

2,窜 诗 s̄ˉ 骧人邋鑫冁嬲翳耩分剃岛搴盥薄镞甯盥搜术岗髂

箨缀榴对燕◇正蓠貘瓣霾膏踺搜求巍位一薮鹦缀,翮 篙冁瓣燕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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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岗位五至奄级,申 级对应专业技术岗隹八至十级,初级对

应专业搜术岗位十一至忄三级。

〈三》完善评价标准

1.竖 持德才戆螽、以穗为先。摁敢治晶穗和职业遘穗放禳

职称评价蚺首锼 ,引 导审计专业人员竖持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

鞲飙范立烛、以囱身建设立倌9骼守审计准则和职业攘守。完善

诚信承诺、守信联舍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违反法律法

规、遘膂职业遘德、学术不端等行为实行
“
零容忍

”
。

2.实 行分级分獒评价。科学确定评价内容,满 足不同层级、

不同类别审计专嬷人员的评价需求。初级、中级职称注重考察专

业基础和实务能力,高 级职称注薮考察业缵水平和业务引颌镩

用。对企孳业萆位和社会团体从事内部审计、桂会审计人员,包

括从事内部稽核和风险管理相关工作的审计人员,突 出评价其职

业判断能力和工作戚果取锝的缀济社会效益;对从事国家审计人

员,嶷立健全专业能力标准评偷体系,注 鐾评价英工作业缋、敢

策水平和专业能力,将通过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作为专业能力

评价的参考◇

3.突 幽对能力水平和 ~xk缋 赏献的评价。充分体现审计职业

属性夕注鳌考察审计专业人员的能力水平、剞新戚栗和实际贡

献,引 导审计专业人员螬强政治能力、专业媵任能力、宏躐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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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究畿力翻窜谐髂息魄畿力晗鑫锊镩计盥务和璎嬷戚爨代攮镩镪

蕨,鞲 璩谛毒盥人翼螂代褰蠛蓝务葳褰镩为饔猕惮锛螂玺饕粥

饔,鬻 计报螫、罅诤方蘖簿盥螽馕鹈,窜谛工作制嶷、专剩嫒书

翳J~镩 葳爨鞠珲镞镩为盥务躐褰代纛噱;镩诗鹱掩爽鼙、髑爝搬

镣、科睽谦趣、蘩镩歉耱、璩诗鑫gll鼹 蚴可以镩掬邋谂戚嚣代粳

镩仓

蕊.奖衔豳鑫糠鞲、巍嚣耱噙鄹簿镪糠攮楣鳙畲◇人力饔掇

襁会髁簿鄱、璩忡爨灸赏劁簿 《审谛镎业人蕞冁鍪评价鏖漆糠

难扮《邋附僻》俗各媲区人力资冁棘会髁簿部闸、窜计鄱门可以缭

镣膝巍溆实鼯鞲猊少制建巍器耱攮铃爨璩豳变评窜权蝻瑙人孽锼

珲淑缭舍本孳辍爨簿,翎 定簿馕耱攮奋各蟪区貉鄯门各攀馊禳髀

价jL作 中应严格攀握鹦家标难◇巍嚣撩瞧、攀僬捺难不得低于圃

藜觫难婚

《三)tll新评价飘钔

1.串 窝职貉评价艿式。综舍采用薄试、评窜、薄评缭舍箨

多翳弹锛方武”建盅遘燕不阚搔冁审诗工镩瀚燕鹅潆价槐制。人

力资簿掇会锞冁鄱、甯计署缀轵全圈辘一巍初、咿、篱缀镩忡甯

盥披术睽格薄谶,邛 断授高薄试 MsJ科 攀rls、 实用艟、公平蠛和簏

辘攮,漩鼗对审计知识和能力豳薄鳌,对必要酶禽谛、法镩、谇

鼙飘簿知识遘锊簿鑫◇躜蠖审计嬲、审计蹭舆狩薄诚方武;藕 缀

-8-



审诗籀舆蓊考撼岛弹璩糨缮稔酶穷武”鑫冁镩诤冁鬻谶含鼹可狱

镩为簿谤裔盥畿力水犟辚镞睇舍蓝鞲冁审铮嘟艹艘嚣冁评窜穷

戚。

舅(加躐冁翳译窜饔攮会建镀俗踺立弼舞甯搴襻窜翻邋扌邋

鬟髀审镎歙媾邋飘瓤,积掇啜缡蛏漭、法镩、谐篝飘、工穰簿镢

躐髀术和实务专褰餮加职称评鬻簧邋会。健食评审螯蔌会王镩猥

簿辆掸审艴剡,瞵 魏界建参舳簿窜螂人受飚髑”舳强对簿窜婺爨

奁漪鳜螈鬻躐仓趱盅髀审公舞制嶷9簧锊跛篥公舞、糠难会舞、

穰簿公芳、缭爨公舞,确锞审计甯盥人员职称谮镩饔躐公蓝奋

3.絷稷下黢饔鑫弹窜掇眼锋攮镛畲评锸爨巍主”邃梦攮翮

篙冁饔镰觯审揪躐下簸篦簿畲螽罅麴咿爽企盥鄹咿繁螽臌金骧、

锊盥辏蓊学会镲缀飙。畅邋罅公藕Wll簸 济缀辍、拣撩缀勰审诤专

篮/丿

`、

邋辗鼹咿刂‖贯1j斟髯廴J苜菌0,扌絷搴1綮镟乓挈萎1甯 骧丿讨卜廴J堇

FL辍 鑫、氵裘餮f丿翕嚣卜扌各卖:搬 鑫螽畿

力和黟躏力、自簿魏蘧蚴裔骧铙人窟冁务飘掬、狰嘁镰会髀镫攥

棣蓊缀袈,舜展审计鼷到职獬欷絷化人才评锛珞人力资源檎会保

冁鄱闩翻审计鄱门婺严掺评鼙豳玺评镩簿辘酶冁猕髀价水平,舳

冁搴咿攀齑鍪鬻瑜豳蛊评审簿蠛缴踺蝻离冁职饕弹唧饔簌畲籀镄

魏趱鑫檠黏

磙。畿变职糠弹窜鑫色邋邋窃豳辘舞窜神专骧人邋鞭鞲营麟

引邋酶灞羚鞲簇次入孝、急爨繁辘人孝、审谛鞲躐人孝|狱 及禳

-9-



剞翳窜锛技术和穷戚方法、罐动糈盥发展箨方籀儆峦鳌爽贾麟的

镩谛酱盥人员,珲 以放宽学历、饔历、隼限簿豢僻限制◇对长翻

穰躐菅逮远蝇区和鑫腰一线工镩蚴鬻计哮业人露,黧 点考察萁实

鼹王镩盥缵,遘 巍藏鑫攀拥、蛩冁年鼷、貘论戚爨篝饔求呛

(瞬 )促邋职称评价与人才培貉键用有效御接

1.偎遘职猕制嶷与审谛专业人晟螃莽栩络舍◇宽分发箨职

礴制腱对窜诗哮蓝人嶷墙莠赝爨漪导豳雒璃,攮 耱冁称制腱岛审

忡离螨人才螗莽、审计专业鞲镪赞究盔镦甯箨有飙衡撄。对取礴

窜计甯业学位人燕9探索在审计职膝评价中免予孝螫猢应专业知

漯。掇索审计专蓝辘术资椿考谶搀滋瀚会计师、法律簿职睫资耱

撑谶楣返科夥篮钛篮免,促遘窜忡职称与经漭、会诗、统计箨耦

避职称的衔接,减少黧复评价。

2。 镟遘职称削嶷岛窜谛专骧人爨健用摺缭舍◇用人萆佼燕

邋螗舍用人罱求,糠耱职称评价缭栗舍饔使用窜馕专 xlk人 员,实

现评价绻果与人员聘用、薄骸、罾升簿用人Wll嶷 稠衔耱,锹剩圃

攀设瀚、按豳舞人、人蹋榴遘吩嶷变健全审忡专蚍人燕考核制

腱宝加簇聘后管理,在 岗隹聘用中实辘人凝畿上畿下◇

3.加簇审计专业人员缴续教甯爸将继续激甯作为实现审计

蜂盥人燕知识翼新和畿力提升豳露要遽径,分类舜展审计专业人

员簸续嫩育,蹋 人孽锿应鉴镰簿审谛专盥人晟参加缱续教甯麴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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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剞新和萃纛窜计甯盥人轰鼹攮敬甯麴方武和内饔,健遘审诗

专盥人 员筻新知识、掇展蔽辘。

《孟)加强职猕评甯监管和胰务

1,加 强职鼹谮窜鑫管,渡 骧傩辍窜谤公髂力啥渤主评审孳

锿饕严肃评审飕镩”躐化 豳我约骧,健全完饕职簿评审铨替翎

腱、扌巨Ⅰ避钅备刂嶷9踺 i虫1J掇孓查、授诉枫+蔡喀,评 鸟幸子缭冁飧鼷评帛孛F彳薰扩躐扳

隈搬人力资源裱奁保罅鄱门鍪攮仓鑫冁人力资漯麟会鲰簿鄯门会

阔审诤鄱门加冁对豳变评审互镩酶盥蘩硷蜜”建立黢飘抽鳌、巡

蜜制嶷俗对于不畿篮魂行使评审权、不能确像弹审赝鹭的扌饔繁

簿自主铎审ェ镩、赏令整改,直至收田评窜权奄冁瀵蜜处锻留翳

璐评窜、铟镩釉镳售镦证等违法犴为。

2.踺立职稗评审诚信档案和爽辖联含怒贼锕腱。参评人孟

有援馔遽锻瀚鹈、剿窃他人作羼驷擎术戚栗簿衔为鹋,悒入职糠

评窜谶髂鹈簸艨,纳 入全弼髂蹋燎息舆享平禽氵攮畿取锝蝻职辚

一镩擞销。工镩人员、评审镎蒙鬻簿魔镩假、瞎籀搛镩簿遘法遘

搋镎为蚴,取消从搴评审工·fF资 耱9遘衔遘掇撬评、记入职猕镡

审谶搐档褰蹿ε鞠戚犯翠的9辗潼遘燹删搴薰镥蜘

3,优 化评审服务◇加簇窜诗职猕评审公舆躐务平台建设 ,

援升镲崽僦水平,舞展职称申搌、公泰、谖豢饔麴翰谖黟一蟮式

冁务◇鞲化申搬嫌瞵耩料,辘 邋郛髋魄密冁攥簿,爨 簿评罅工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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擞醪,巍冁饔镳睽冁人邋煲掇。

蕊、掇镢窦礴礴麟

(一 )加辗鳜鳜镢导

窜忡专蘧人爨冁黎鹬嶷潋篝趱冁化饔耱鹬趱夔鼙蚴蘩饔肉

饔,踺镳慑躐、漪及藩广。各冁人角鳖鼷襁会攥躔鄱门、镩计耱

F】 饕鑫嶷黧魏、辚胡氍舍,跏躐魑轵镢箨,飙蜂爨镧落寞。禳攮

巍睃簿遽冁咿,爨深入舜羼髑鳌赞畿,搬化篮镩擒糨”窕饕工镩

冁畿,耦髁睃鼙簸Wll邋 衔。

《玉》有序攮邋蔽箨

饔巍区聃鑫耦蕞黟辘婺艨畲零巍嚣熬鼙镪寥璐”藩寞蟠鑫稷

睫蕈攀鞲,簧饕镢蛏翳簿人嶷遽髓貉翳涠跛擞獬攮。对改鼙磷餐

巍豳衙试点评审的璩忡甯盥人獗篮鞲缀飘觯,饕耧鼹有关觏建邋

踺一建貘庳遘秆镳钛奄攮鞲蚺职稗髀锛工罅咿”饕严貉耧冁熬戆

宽榷爽爨求邋行,不礴髓懑降低评钤糠鞲曦攮搬扩太评审藏嬲令

《蕊》儆好蜜镩引罨

貉冁人力鳖掇襁余髁簿鄱门和窜恃鄱扌飞饕加蠛舆淹蜜镩引

罨,徼瓣酸燹簿攮氵辱丨鲁审谛裔邋人昃糨掇翳摺瞍簿,掇升审诤

镎擞人掇艘力爨餍”黟丨导锇会各癀蒺方翦支擒镩恃甯盥人员飙称

唰蕨跛攀,蜜遽瘸Wll于 踱蕈蚴鼹解畿鼹全

縻鑫蔑遘用骨蔽蠲搴飙羡、襁镫嬲罅、企攀璩簿僬驷蘖魏缀

ˉ̄  12 -ˉ



缘咿旗藜审计工镩麴入员爸鑫艨獬絷褰镎蜘公鑫巍蓼舳窜诗埯盥

;讠;蚤:术 饔貉薄谶,镪 :l阝
(礴参加专篮艘术人孝饔冁铎奄茸煮阝◇

簿队珲以瘳照本蕙觅制建窜贽膂篮人炅职嬲襻锛翼钵办潼,

醣鞲:审 谛甯嬷人员职猕髀镛鑫搴耱囔

《蚍镩变动会舜》

《鼷系薜憔:人力资掇襁会像醣鄱专鼗攮术人篾键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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嬲蟀

镩计鸷盥人邋鼷獬评价鑫饔播耩

一、邋守咿辔人民粪釉蠲鞲藩稗瀵箨瀵魏氵餮麴簿舆党蚴蘧

藤璐缄鄹各顼方铹跛麓。

二、爨鑫鼗妤辚审计饔盥遘穗稗擞踺耩抻锋豳蹩遇胛鞲璎念

和翳掇球”搌鑫噱计工作水砰￠

三、认翼攮秆豳锿职囊9擞冁餮隶瘳加簸攮镦甯。

嬲、审恃膏遭人煲寮撤貉鏖鳜职黎”除必缀遽刹上逑鑫莽条

镎胯,遵燕当分gll鑫鞲以下攥镎 :

(一》助獾窜钟师

1.篮磷邋翳觯飘锴鬻诤摺趱跛麓、藩襻法飙、畿鼙镧攮◇

a。 擎攮甯谛镎盥爨藕知谯、JL镩窍法和业鑫搜畿。

3。 畿夥搬建籀蕈的窜诗方廉,宽戚蕞一个瓒 囝躐甯邋裘艹

方潇的审计工作。

4。 具藤国藜嫩筲部门认可的离申攀盥 《飧鞲咿、咿镎、取

鞲、拽攮。下囝》及汉土攀历。

《二》甯计殚

1。 攀掇辨畿翳篮鞲飘衍审计耦嶷跛篥、法镰潦魏貉魏黧翻

搜。

a.攀掇比辍慝辘的擎计鹱论知识和蓝务技畿奋

一-14-—



3d翥 一建鲫审评工作爽躐缀翰,畿 够羝赏裘一个瑙 圄戴甯

蓝螂审诗嬷鑫置镩,拟建甯谛穷畿抻缀织舆巍¤

魔.爨鑫一建漪簟计鞣盥判髑畿磨”畿翳对窜谤嶷辘辚阀趱

邋衔蠲蠢睽燹貉鲦畲分斩”夥葳甯艹趱燕繁螭ェ镩戚爨妊

5。 羼鑫簿壹攀僬奋躐奥螽獗壹擎僬”褒藜审忡楣黄篮镩溺 1

箨茹躐翼鑫双髀妾攀位”从事审计搠爽工雌满 2箨 艹葳翼鑫大攀

本科擎拼蜮攀喹擎僬”从事审诤辋爽蕊镩瀚嫉箨;贼奥螽大学镎

群学历 ,胶攀簟谛摺爽芏作满 5箨 ;蠛 簿中攀嬷”翳镡镦暧窜诤

嘟职镩 ,肽攀窜铮糨黄工镎满 10箨 含

(蕊》高簸窜铮螂

1。 系辘攀攮甯忡摺关政策法飙和审译专盥暧论、艿撩、攮

巧。

2.羼鑫艘藕酶跛簿水平和较串鑫麴审谛ェ镩鏊骚穸簸簸巍

篮灸囊缴冁饕籀箨蕞¨令萆锿、翻汛蠛专簸鳜甯铮邋鸯蕊雒9带

镢、耱簿窜铮螂覆爨辘审诗专骧人邋攮舒审诗畿鍪冁蠹、畿戚甯

计瑗鬻馁务◇

3· 奥播较冁的审计职蘧判断搬力v蕊侉篮璜较为獒豳夕蔽
1审萝谛蠹 1鏊昏、肉1姘阝控+ll、 凤笋鲎卜骆扌F磅琶笤、鳙噶扌盏J盔&室赏Fj莶于全笞篱筝

。
考Γ【蟊萝窃褒L虏铒艮骧谩嚣孓

镩蹋:为锾遘畿漭管鹱ェ镩躐馕~9k攮 簿辗貘指导蓼熵,璩簸攮动

撬篙蕞一夸鼙馕、鄱泗螂审计畿鍪鄹飙黢饔鹱熬罟躐取簿 -。o遭 鲮

济、被会嫩擞。

砝·翼备较躐的科研畿力,取镡 -̄-建 螂鬻计摺荧理论葳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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礴燹戚巢,蜮 飕戚窜悻搠荚睽畿髁黢、髑睽擞镫、鐾暧制腱蠛艿

法剞新簿◇

S,具各搏空擎位,取礴审神师职称后从孳 -hJ^鬻 计师职啜搠

关工镩灞2箨 氵躐舆各碾壹攀镪9冁礴审谛嘟饔蘩詹从事与窜忡

师翠赏搠荚工铧满族箨;葳 奥螽太髀本斜学历葳学空学锇 ,取簿

审计师职称后从搴与审计婵职囊搠爽工作满 5箨 ;或具各大学镎

科攀膊,取锝窜计婵镢称后从攀与镩谤罅职夤稠焚工怍满 6牟 伞

飙礴会计鲫、缀济师、蜿忡师、工簇辉篝耦关常盥咿缀髁

猕,参加高级审忡师薄诫时,可 以搋镧桑螽审计师职称。

《谮)正高级审计师

1.系 统掌掇鄹臌用审悻楣擞蹶冁法魏和审谤专业瑷谂、穷

法、敏巧,把耱锣诗IL镩艉镩驷嶷展趱势。

2,政策蠖论水翠簿,审 诗玉雒鼹验串富、业缵突豳◇翼各

黟涣鬟大疑难阀趱和睫键蠛问趱的职业判断畿,J,畿 够颌导籀簿

蘖一个衔盥、嚣蠛、簿僬曦鄱润豳审诗工镩,缀鼷、管蠼、变耩

兜碱大魏摸审诗瑙嚣,攮动审计监督、内部髋制釉风险鬻邋迭剡

良妤水平。

3。 具餐较突豳豳剞翳畿力,辘 够搌豳萌翳餮榴导慧义豳窜

谛曜论建议蠛将藜潘攮术燕蹋于审谤工镩实躐”镛簸嶷箨审忡瘗

服务缝济枇会发展、推遘圜家治理蠛代化中鲫积摸镩 f+l。

魔,瘘指搀、螗赛中薰年审谛人才方籀/lW出 簋簧赏黻,蔽 窜

谛蜂救人员圃队咿嶷箨镘军镩蹋”畿够蠼论岛寞巍耦缭舍”甯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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籀导翳骱絷盥人邋躐∷麟辘骧酶篮髂辆攀珲。

$.冖艘蠡翼鞲爽髀彝鹦葳轼盅攀耱蠛攀絷覆镞蕊髀镞,

攥耩翳镳钟獬饔夥薰从攀与耩鼷镩评嬲骤爨搦藏篮雒满 $臻。

冁簿藕冁螽谐鞲翳称,馥搴舳邋鞲冁翳铮嬲冁翳樨翳瞰氵

辘隅翼饕鑫冁颦絷簿冁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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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入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⒛21年 5月 2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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