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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的世界大书里的世界大，，还是书外的世界大还是书外的世界大？？
——宁波内部审计协会审计人才征文大赛落幕宁波内部审计协会审计人才征文大赛落幕

书里的世界大，还是书外的世界大？近日，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以此为
主题，开展了一场征文比赛。

该大赛旨在进一步提高广大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增强集体合作意
识与凝聚力，培养会说会写会做的“三会”内审人才，促进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分享内
审工作经验，以理论创新带动审计实践创新，发挥内审引领示范作用，更好地树立宁波内审新
形象，合力推动内部审计事业向纵深发展。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收到全市各行业征文共92篇，本报节选部分优秀征文作品，以飨读者。

书中的世界更大，大在它记载
了王朝兴衰与封建腐朽吏治，让人
能够理性看世界！因为置身于历史
潮流里随文字颠沛漂流，更深谙朝
秦暮楚、三国鼎立的无奈与必然。
倘若颠倒黑白的列强以史为鉴，遵
循世道发展，而非一意孤行、出尔
反尔，潮流推进必然更加如鱼得
水！至于内部审计而言，要求的独
立性不同于外部审计，服务对象与
工作目标不可混为一谈，唯有通过
书籍记载更多地了解在政府发展中
易出现的内部管理或外部执行突出
问题，结合书中理论借鉴历史经验

指导工作实践，才能一针见血！
书中的世界更大，大在其让人

敢于冲破桎梏，重新定义正义与进
步，退步与野蛮。因为看过书里的
热血情仇，便懂得戏曲中“地，你不
分好歹何为地！天，你错堪贤鬼妄做
天！”的惊天一呼是对封建专制的否
定和控诉，再有六月飞雪、血溅丈二
白练的传奇与激愤！暴权之下唯有
奋起反抗。当下内审面对的时代与
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手头
的工具并提升审计技术。倘若只将
理论的发展局限在现有文献论著，
不敢跳出圈子，恐怕终将被时代狠

狠拍下。必须不断冲破桎梏，重新定
义内涵，扩展审计的意义，才能逃
离退步与野蛮。

书中的世界更大，大在它能塑
造灵魂、磨砺性格、明白是非曲
直，领悟做人的价值，脱胎换骨净
化灵魂。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的气势如虹，到“成
功的路不是靠花儿铺就，而是用汗
水与泪水撒满”的微言大义，自书
籍中流淌出乱云飞渡仍从容、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道理。至于当下，内
审工作的广度与强度不言而喻，表
层的实践无法支撑不断深化的工作

要求，审计的特性也要求从业人员
必须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的正直不阿，置身书里的

“世外桃源”磨砺青松意志，并深
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打破人性的
暗喻，宣扬内审人的风华正茂。

将书中大世界幻化于个人生活
小世界，不难发现往往那些明白书
中意境、乐于书中曼妙、享受书中
真谛、实践书中真理的人，在追求
事业的道路上会更加有主见，并以
此为始，不断加厚脚下基石。至此
游遍书里河山，便何故迷恋虚无，
何故蹉跎岁月，百态人生，百味尽
在书中。

宁波市镇海区审计局陈超：

■乐于书中曼妙，享受书中真谛

书里的世界固然浩瀚深邃，字
里行间充满无限遐想，但是书外不
断创造着新事物、新理念、新体
验，有着一片更大的世界。内部审
计工作者在书中不断学习、夯实理
论基础的同时，更应关注现实的发
展与变革，树立新时代的审计理
念、革新自身审计标准、学习智能
审计技术。

理念的更迭需要结合现实世界
的时代变革和经验积累。在复杂的
市场和内部环境下，内部审计工作
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既要确保业
务流程的合规，又要促进公司的长
远发展。

因此，内部审计的理念更新需
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一是从“监督
型审计”转向“服务型审计”，二
是“查错纠弊型审计”转向“增值
型审计”，三是“合规型审计”转
向“风险导向型审计”。诚然书里的
世界确实拥有众多伟人的思想和观
念，但是我们树立的审计理念应当
更多的结合时代主题与社会变革。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
万里路。”内部审计的目的在于帮
助部门、单位的管理人员实行最有
效的管理，确实需要工作者具备扎
实的理论基础，但如果缺乏对内部
部门运作机理、外部监管规章制
度、同业同行发展现状的深入认
知，便难以形成自身的审计标准，
从而导致审计结果难有成效。

作为一名内部审计工作者，我
深知对内审知识理论的学习是不可
或缺的，但是千虚不搏一实，唯有
不断地实践才能将所学到的知识转
化为实际的工作能力。我们日常工
作中发现的某些问题和困惑，未必
能在书里找到解决方案，只有通过
不断尝试才能找到出路，进而促使
书的更新改版。

李时珍不云游天下，尝遍百
草，如何能著 《本草纲目》？然而
谁又敢说，其书中草药便是齐全？
书里的世界包罗万象，其多数来源
于书外的世界和人类的实践，但是
宇宙中人类尚未探索的世界仍有万
千。书外，有一片更大的世界。

宁波银行总行审计部胡浩东：

■书外，有一片更大的世界

书是什么？
古今中外，儒释道耶，上至圣

人贤达，下至平民百姓，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书籍是前人的经
验 ”“ 书 籍 是 生 活 伴 侣 和 精 神 导
师”“书籍是通往成功的阶梯”，不
一而足。无论是经典名著，还是地
摊通俗读物，无一不是前人先辈们
探索未知世界留下的路标和印迹。

融通书里书外，坚持知行合
一，致力经世致用。作为高校审计

人，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棘手
的事情，比如，高校寒暑假的修缮
工程审计，高校的特点决定了修缮
工程的时间与教学紧密相连，施工
过程中出现的变更单按规定需多部
门审批，上级批示后才能确定审计
价格等相关事宜，一个流程下来需
好多天，如遇到有关人员、主管领
导有事等情况，时间更久，很容易
耽搁工期。那么，如何保证既不违
反审批流程规定，又确保不在审计

环节耽搁工期呢？
这时，就不能仅仅依赖书本，

而是要依靠高校审计人员长期积累
下来的工作经验。因此，身为高校
的“免疫系统”的内审人，既要登
高望远，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明了
高校发展大局，又要能够查明数字
真伪。

我们不但需要关注书里的世
界，积极学习审计理论知识，亦要
了解书外的世界，始终关注审计法

律法规和审计政策变化对高校审计
的影响，且始终秉承“责任、忠
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
审计精神。通过切实的日常审计工
作，练就过硬的审计本领，将学到
的审计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实践中
去。

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审计监
督、工程和资金管理监督、政策落
实监督等，不断地提高综合素质，
造就“出门能审、开口能讲、问策
能对、问责能办”审计能力，充分
发挥审计的“免疫系统”作用。同
时，坚持研究和创新审计工作方式
方法，探索审计内在规律，强化质
量意识，追求审计效能最大化，持
续助力高校事业健康发展。

浙江万里学院那磊：

■书里书外的世界,经世致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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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以“书里的世界大，还是书外的世界大？”为主题开展了一场辩论赛。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近日，
在长三角文博会上，“东方 1910”
影视服务中心的“影视摄制一站式
服务”受到广泛关注。

“东方 1910”影视服务中心参
加了浙江省文化产业项目发布活
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了
中心业务开展情况。据了解，今年
4 月我市成立了“东方 1910”影视
产业服务中心，该中心是宁波市委
宣传部领导下的影视产业服务机

构，主要职责包括政策宣传、行政
协调、行业规范、产业交流、影
视数据采集、影视拍摄服务、立
项报批咨询、人员培训等影视相
关的服务。中心是影视企业、项
目落户宁波的对接端口，也是宁
波影视拍摄、摄制协调服务的平
台。中心有遍布全市的 1000 余个
场 景 地 、 80 余 家 服 务 供 应 商 加
盟 ， 能 为 影 视 拍 摄 企 业 提 供 酒
店 、 餐 饮 、 车 辆 、 道 具 、 保 险 、

法务等“影视摄制一站式服务”。
很多与会嘉宾对这一做法表示赞
赏，认为该中心对影视摄制企业有
很大的吸引力，将会大大促进宁波
影视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来自宁波的企业浙
江黑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浪
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介了长三
角 IP 媒创整合营销行动项目。该
项目实现了“IP 资源+长三角区域
媒体传播+整合营销服务”的联

动，为版权方与品牌方提供综合性
的营销解决方案，以实现 IP 营销
价值的最大化。

此外，在影视发展与文化金融
论坛上，博地 （宁波）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有两部电视剧项目签约，其
中 ， 投 资 5000 万 元 的 《虎 胆 巍
城》 项目以浙东抗日斗争为背景；
投 资 1.5 亿 元 的 《海 阔 天 高 不 知
处》 讲述了 19 世纪中国劳工在美
国的奋斗故事。

长三角文博会上

宁波“影视摄制一站式服务”受关注

昨天上午，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等 10多个国家的近 30名友人，走
进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北仑区春晓街道民丰村，体验磨汤团
粉、做手工年糕、编草绳、舞龙等民俗。作为“在甬外籍人士走进中国文
明乡村”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旨在让外籍人士感受宁波新农村建设、
发展和人文之美，通过外籍人士知宁波、爱宁波、拍宁波、传宁波，向在
宁波工作与来宁波旅游的外籍人士讲好宁波历史文化故事。

（徐能 陈张坤 摄）

中国龙
舞起来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郭传太）
近 日 ，《 海 上 潮 声 ， 情 牵 两
岸》 ——葛朝祉百年学术传承交流
音乐会在宁波大剧院举行，宁波市
民和近 500 名在甬台商台胞齐聚一
堂，以音乐为媒，共同谱写两岸友
谊新乐章。

葛朝祉是“宁波帮”的重要代
表人物之一，祖籍宁波，是中国声
乐界的一代宗师。他用一生的热情
和执着谱写呼唤和平的乐章。葛朝
祉先生的儿子、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葛毅传承父亲衣钵，今年 4 月应台
湾爱乐乐团、台北艺术大学、东吴大
学、台中大学、高雄师范大学的邀
请，前往台湾开设声乐大师班与学
术交流，促进两岸音乐艺术界交流
交往。葛毅在我市举办葛朝祉百年
学术传承交流音乐会，就是为了加
强两岸音乐艺术的交流和合作。

音乐会由葛毅任艺术总监，邀
请了多位知名音乐家参演。来自台
湾的女高音歌唱家蒋啟真演唱了

《我是上帝谦逊的使女》《默默无
言》《请不要忘记我》 等，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旅意青年歌唱家
郭子照演唱了 《黎明破晓》《被禁
止的音乐》《钗头凤》 等，打动了
很多观众。

葛朝祉学术交流
音乐会举行

【上接第1版①】 今年，鄞州
在全省率先引入人工智能、物联感
知、大数据等新技术，AI 全域化
执法新型城市管理体系应时而生。
至今，鄞州智慧城管网络已实现中
心城区全覆盖，执法队员即使足不
出户，也能对辖区问题了如指掌。

花格窗、瓦爿墙、老井，“海
丝”公园、太白湖文化广场、镴器

研习社⋯⋯今年 8 月，总投资 1.9
亿元的天童集镇项目完成改造，千
年古街摇身一变成为网红打卡地。
依托独特资源，巧借山水优势，鄞
州大力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目前瞻岐镇等 9 个镇 （集镇） 已全
部通过省级验收，30 条城区河道
实施 108 个治水项目，整治违建超
100 万平方米。

【上接第1版②】“在浙江十个
地区，每个城市至少开设十家新疆
特产专卖店，现在看来效果远超预
期。”市援疆指挥部产业合作组陈亮
说，通过“十城百店”工程，努力实现

“疆果东送”和“浙产西进”。目前，全
市有 42 家“驿疆南”门店，两年销量
超过 1.8 万吨，销售额近 2 亿元，居
全省前列。

借力“消费扶贫、机关先行”活
动，库车特产今年上半年相继进入
宁波市行政中心、鄞州区行政中心
等 10 个机关和单位食堂。“五一”和
端午节，有近 70 家机关单位向市援
疆指挥部下了诚意十足的订单。

“小白杏在宁波很受欢迎。三年
来，每年都要从库车拿 1000多箱，很
短时间内就销售一空。”“十城百店”
宁波区域总代理、“驿疆南”品牌负
责人张亚萍说，库车的小白杏经过
精美包装、真空储存，“打飞的”进入
宁波市场，市民48小时内就能吃到。

进入 11 月后，张亚萍更加忙碌
了。“2 万箱冰糖心苹果基本售完，
刚到的 40 多个库车大馕半小时就
被抢光了⋯⋯”接下来，她还要跟库
车当地农业合作社联系塔里木小山
羊的供货事宜，“天冷了，库车羊肉
在宁波非常热销，去年冬天卖出了
3000 多只羊”。

这三年，为了实现甬库两地产
销资源深度对接，市援疆指挥部牵
线搭桥、出谋划策，可谓动足了脑
筋；三江超市与库车当地签订了年
销售额 3000 万元的销售协议；帮助
当地成立大馕合作社，让著名的“依
明江”大馕登陆淘宝、京东等电商平
台，原来简单的白色塑料袋包装也
变成了环保纸盒包装；与浙疆公司
合作打造浙江名优产品销售中心，
50 多 名 维 吾 尔 族 青 年 实 现“ 家 门
口”创业。

厂子办到“家门口”
“一个月 2500 元左右的收入，

一年半下来，赚了四五万元！”每天
上午，25 岁的二孩妈妈萨阿代提把
孩子放到托儿所后，来到镇上的制

衣厂上班赚钱，分担了丈夫养家糊
口的重担。因为离家很近，萨阿代提
还可以骑车回家吃午饭。

在萨阿代提上班的齐满镇思琪
制衣厂里，最近一段时间，170 多名
像她这样的“古丽”（意为花朵，多指
姑娘）正在赶制一批外贸订单。而在
两年前，这些“古丽”中的大多数还
待在家里带娃务农。

农民不愿出远门打工，县城的
工厂招不到人。针对库车县的“产业
之困”，宁波援疆干部给出了解题之
策——“把扶贫工厂办到农民家门
口”，实施“百村千厂”工程让库车少
数民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三年前，库车乌恰创业园恒耀
制衣厂总经理欧阳志军一直唉声叹
气，“连 200 人都难招足”。三年后，
在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他

“转战”库车县的中心镇齐满镇，并
成为齐满镇创业园的负责人。

集服装加工、乡村夜市、农村影
院、果品展销、旅游休闲住宿等于一
体，欧阳志军的创业园成了齐满镇
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就像在城市
里一样。”数月前，努尔比亚·艾合买
提还是裁缝店小工，如今已成为一
名服装厂女工。工作之余，她和小伙
伴常到这里度过闲暇时光。

三年来，宁波市对口援疆指挥
部在库车各乡镇引进了核桃加工、
红枣加工、苹果生产、水果酿酒、蜂
蜜加工等 29 家企业，设立扶贫车间
179 个，共吸引资金 2 亿元，帮助当
地 2300 多名群众就业增收，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 700 余人。

以在疆浙商企业为重点加大招
商引资。三年来，宁波市援疆指挥部
共引进产业援疆项目 15 个，签约金
额达 140.5 亿元。在库车县注册的浙
商企业 79 家，解决当地就业 4844
人。在旅游援疆的带动下，库车旅游
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带动宁
波人到库车旅游近 4 万人次，库车
饭店今年暑假期间客房入住率首次
在全疆独占鳌头。

以援疆为桥，越来越多的库车
百姓正阔步走上增收致富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