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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CIA 考试大纲——时效性、遵循性、针对性
祝贺各位考生，参加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CIA®)考试不仅代表着你们对内部审计职业的
热忱，也反映了你们不断完善和发展专业能力的努力和决心。
作为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认可的内部审计职业资格，CIA 考试始于 1974 年，首次
考试在美国设立 41 个考场，共有考生 654 名。迄今为止，已有超过 141,000 人被授予
CIA 资格证书，CIA 考试现在共有 800 多个考场，分布于全球 150 个国家和地区。
CIA 资格创立已有四十三年，全球商业环境和内部审计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
确保考试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定期开展 CIA 工作分析调
查研究，通过邀请考生、持证人员、学者、经验丰富的内部审计从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参加调查，确定与当今内部审计职业最为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今年年初 IIA 不
但开展了工作分析调查，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外部专家，旨在确保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和研究
独立可靠。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有必要对 CIA 考试的三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本手册有助于各位考生理解 CIA 考试大纲修订的原因和内容——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哪
些内容没有改变？这些改变可能在何时对您产生影响？我们十分乐于与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相信修订之后的 CIA 考试在内容上会更加清晰，形式上更加统一，更加符合《国际内部审
计专业实务标准》的要求。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 IIA 考试开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帮助 IIA 将 CIA
考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还要感谢各位优秀的志愿者和全球数千名参加调查的受访者，正
是他们宝贵的意见使得 IIA 有能力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CIA 考试，确保 CIA 资格作为内部审
计职业标杆的牢固地位。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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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IA 考试大纲修订：反映现代内部审计实务的要求
1.1.

修订 CIA 考试大纲的原因

全球商业环境瞬息万变，风险层出不穷，内部审计人员需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来满
足组织需求。因此，内部审计提供专业确认和咨询服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也在不断
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
CIA®考试旨在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在全
球范围内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的必备技
能。为确保考试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
性，IIA 全球考试开发团队和考试开发
委员会在职业资格委员会的指导下，
对现行 CIA 考试三个部分的大纲进行
了一次综合审查，并提出了修订方案。

什么是考试大纲？
考试大纲是有关考试覆盖主题范围
的总结。CIA 考试三部分分别有各自
的大纲（见 7-9 页、11-14 页和 1619 页。），三部分内容综合起来作
为 CIA 考试的指南，帮助考生了解
为展现内部审计专业能力并取得 CIA
资格，需要接受哪些方面的考查和
测试。

2017 年年初，IIA 通过全球范围内的
工作分析调查研究收集了有关修订
CIA 考试大纲以及当今内部审计职业
需要哪些知识、技能和能力的相关意
见。参与调查的包括全球的 CIA 考生、
持证人员、学者、经验丰富的内部审
计从业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我
们还聘请了一位外部专家，从而确保
对 CIA 工作分析调查研究结果独立可靠。此次调查共被翻译为 11 种语言，超过 3，
000 人参与填写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有必要对现行的 CIA 考试三个部
分的内容进行修订，也为确定新版考试的内容、设计和结构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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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IA 考试大纲修订的内容

现行的 CIA 考试包含三个部分内容，旨在考察考生与内部审计实务相关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对大纲的修订不会改变这一形式。
CIA 考试第一部分——内部审计基础
CIA 考试第二部分——内部审计实务
CIA 考试第三部分——内部审计知识要素

CIA 考试对考生的要求包括：






掌握现行《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有关知识，并对其进行合理利用；
自觉遵循 IIA《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标准）》的要求开展审计业务；
能够利用工具和技术对风险和控制进行评估；
合理利用组织治理相关知识；
运用内部审计职业所需的经营、IT 和管理知识。

对 CIA 考试三个部分大纲中涵盖的主要内容进行修订的目的是：





更新考试内容，使其符合当前内部审计实务的要求；
明确考生通过考试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完善 CIA 考试各部分大纲之间（尤其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内在结构和
相互关系，明确大纲与 IIA《标准》的对应关系；
将第三部分考试内容的关注点转移到内部审计人员从业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和技能
上。

修订后的 CIA 考试大纲还详细说明了考生对每项考试内容的认知水平或知识深度
方面应当达到什么程度：



基础水平——考生能够熟记相关知识和/或基本理解相关概念和工作程序；
精通水平——考生需要合理运用概念、程序和流程；根据标准分析、评估并做出
判断；并且/或者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和事实证据，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 CIA 考试三个部分经过修订后的大纲的相关细节。针对考试
的每个部分，手册提供了现行大纲和修订版大纲的对照比较、修订版大纲的重点内
容、完整的新版考试大纲以及推荐书目，这些内容将帮助考生进一步掌握大纲修订
后 CIA 考试涉及概念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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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A 考试第一部分：内部审计基础
修订后 CIA 考试第一部分内容与 IIA 的《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保
持高度一致，包括六个领域的内容，分别是（1）内部审计基础；（2）独立性和
客观性；（3）专业能力与应有的职业审慎；（4）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5）治
理、风险管理和控制；以及（6）舞弊风险。第一部分主要测试考生与《标准》相
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尤其是属性标准部分（标准 1000、1100、1200 和 1300
系列）以及工作标准 2100。

2.1.

CIA 考试第一部分大纲变动情况

以下是对 CIA 考试第一部分大纲变动情况的概述。例如，现行 CIA 考试第一部分
大纲只包含三个领域的内容，修订版大纲包含六个领域的内容。考试题量和时长没
有发生变化，依然是 125 题和 150 分钟。
现行版本
I. 强制指南 (35-45%)
II. 内部控制/ 风险 (25-35%)
III. 实施内部审计业务 – 审计工具和
技术 (25-35%)

修订版本
I.
II.
III.
IV.
V.
VI.

内部审计基础 (15%)
独立性和客观性 (15%)
专业能力与应有的职业审慎 (18%)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7%)
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35%)
舞弊风险(10%)

对第一部分大纲的修订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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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大纲中还包含了新版 IPPF 的部分要素，如内部审计的使命和内部审计实务的核心
原则；
大纲内容与 IIA《标准》中的属性标准部分保持高度一致；
包含了有关确认和咨询服务区别的相关内容；
包含了对遵循和未遵循《标准》情况进行披露的相关内容；
大纲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为“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35%）；
考试中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基本理解相关概念，还有部分内容要求考生精通相关知识和技
能。

2.2.

CIA 考试第一部分修订版大纲
领域
内部审计基础 (15%)
阐述 IIA 提出的内部审计的使命、内部审计定义、内部审
A 计实务的核心原则以及内部审计的宗旨、权力和职责

I

B
C

II

III

了解内部审计章程的相关要求（包括章程的必备要素、
经董事会通过、就章程进行必要的沟通等）
理解内部审计活动中确认服务和咨询服务的区别

D 遵守 IIA《职业道德规范》
独立性和客观性 (15%)
理解内部审计活动的组织独立性（独立性的重要性、职
A
能报告等）
B 确定是否存在有损内部审计活动独立性的因素
评估并保持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包括确定是否存在
C
有损内部审计人员自身客观性的因素
D 对促进客观性的政策进行分析
专业能力与应有的职业审慎(18%)
了解履行内部审计活动职责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A
（可通过培养、聘请等方式获取）
展示内部审计人员为履行个人职责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
力，包括技术能力和软技能（沟通技巧、思辨能力、说
B
服/协商能力以及协作技巧等）
C 具备应有的职业审慎
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展示内部审计人员的个人能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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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水平

精通
基础
精通
精通
基础
基础
精通
精通
基础

精通
精通
精通

IV

领域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7%)
描述质量保证和改进程序所需的要素（包括内部评估和
A
外部评估等）
描述将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的结果上报董事会或其他治
B
理机构的相关要求
了解如何对遵循和未遵循《标准》的情况进行适当披露
C

认知水平
基础
基础
基础

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35%)
A 描述与组织治理相关的概念
明确组织文化对整体控制环境以及单项业务风险和控制
B
的影响
认识并理解与组织职业道德和合规相关的问题、违规情
况以及处置措施
D 描述组织的社会责任
E 理解有关风险和风险管理程序的基本概念
描述适用于组织、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的风险管理
F 框架（如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
（COSO）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和 ISO31000 等）
检验工作流程和职能中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G
C

V

了解内部审计活动在组织风险管理程序中发挥作用的适
当性
I 了解内部控制的概念以及控制的种类
运用适用于组织、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内部控制
J
框架（如 COSO 框架等）
K 检查内部控制的效果和效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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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精通
基础
精通
基础
精通
精通
精通

领域

VI

2.3.












舞弊风险 (10%)
理解舞弊风险和舞弊的种类，并确定在开展审计业务时
A
确定是否需要对舞弊风险进行特殊考虑
评估出现舞弊的可能性（如危险信号等）以及组织为发
B
现和管理舞弊风险采取的措施
为组织预防和发现舞弊提供建议，帮助组织提升对舞弊
C
的认识
了解有关法务审计的相关技能，以及内部审计在其中扮
D
演的角色（如访谈、调查、测试等）

认知水平
精通
精通
精通
基础

与 CIA 考试第一部分有关的推荐书目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包括内部审计的使命、内部审计的定
义、内部审计实务的核心原则、职业道德规范、《标准》、执行指南以及实务指南
（包括《全球技术审计指南》，即 GTAG），IIA
《内部审计确认和咨询服务》，作者 Urton Anderson、Michael Head 和 Sridhar
Ramamoorti
《索耶内部审计师指南》, 作者 Larry Sawyer
《质量评估手册》，IIA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COSO
《内部控制—综合框架》，COSO
《全球内部审计胜任能力框架》，IIA
立场公告“有效风险管理和控制中的三道防线”，IIA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作者 Richard Daft 和 Dorothy Marcic
内部审计和各相关学科的现行教材

其中 IIA 颁布的 IPPF 和立场公告以及《索耶内部审计师指南》一书已由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翻译为中文，考生可根据自身需求登录协会网站（www.ciia.com.cn），在图书栏目中订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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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IA 考试第二部分：内部审计实务
修订后的 CIA 考试第二部分包括四个领域的内容，重点关注（1）管理内部审计活
动；（2）计划审计业务；（3）实施审计业务；以及（4）沟通审计结果和监督改
进。第二部分主要测试考生是否具备与工作标准（标准 2000、2200、2300、
2400、2500 和 2600 系列）以及当前内部审计实务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3.1.

CIA 考试第二部分大纲变动情况

以下是对 CIA 考试第二部分大纲变动情况的概述。例如，现行 CIA 考试第二部分
大纲只包含三个领域的内容，修订版大纲包含四个领域的内容。考试题量和时长没
有发生变化，依然是 100 题和 120 分钟。

现行版本

修订版本

I. 管理内部审计职能 (40-50%)
II. 管理单项审计业务 (40-50%)
III. 舞弊风险和控制 (5-15%)

I.
II.
III.
IV.

管理内部审计活动(20%)
计划审计业务 (20%)
实施审计业务(40%)
沟通审计结果和监督改进(20%)

对第二部分大纲的修订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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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内容与 IIA《标准》中的工作标准部分保持高度一致；
涉及首席审计执行官有义务评估剩余风险并就对风险的接受进行沟通；
大纲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为“实施审计业务”（40%）；
考试中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基本理解相关概念，还有部分内容要求考生精通相关知识和技
能。

3.2.

CIA 考试第二部分修订版大纲
领域

认知水平

管理内部审计活动(20%)
1. 内部审计的运营
A

描述有关计划、组织、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运营的政策
和流程

基础

B

理解内部审计活动的行政工作（如预算、资源管理、招
募、人员配置等）

基础

2.制定以风险为基础的内部审计计划
确定潜在的审计业务来源（审计范围、审计周期需求、
A 管理层的要求、监管要求、相关市场和行业走向、新出
现的问题等）

基础

确定风险管理框架，用于评估风险，并根据风险评估的
结果确定审计业务的重点

基础

理解确认业务的种类（风险和控制评估、第三方审计和
C 合同审计、安全与保密、绩效和质量审计、关键绩效指
标、运营审计、财务和合规审计等）

精通

I
B

理解旨在提供意见和建议的咨询业务的种类（培训、系
D 统设计、系统开发、尽职调查、保密、对标分析、内部
控制评估、流程设计等）
描述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内部确认
E 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以及内部审计与其他确认服务提
供方之间相互利用工作成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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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

基础

领域
3.与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沟通并向其报告
A

了解首席审计执行官负责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年
度审计计划，并寻求获得董事会的批准

基础

B

确定重大风险的暴露、控制和治理，以便首席审计执行
官向董事会报告

基础

C

了解首席审计执行官负责向高级管理层报告组织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程序的整体有效性

基础

了解首席审计执行官定期与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沟通的
内部审计关键绩效指标
计划审计业务(20%)
1. 制定计划

II

D

基础

A 确定审计业务的目标、评估标准和业务范围

精通

B 制定业务计划，确保能够识别关键的风险和控制

精通

对每个审计领域开展具体风险评估，包括评估风险和控
制因素，并确定其重要程度
D 确定审计业务流程，编制审计工作方案
E 确定审计业务所需的人员和资源水平
C

12

认知水平

精通
精通
精通

领域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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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审计业务(40%)
1.信息收集
收集并检查相关信息（检查之前的审计报告和数据、开
A 展穿行测试、访谈、观察等），并将其作为对审计业务
领域进行初步调查的一项内容
编制检查清单以及风险和控制调查问卷，并将其作为对
B
审计业务领域进行初步调查的一项内容
运用适当的抽样（非统计抽样、判断抽样、发现抽样
C
等）和数据分析技巧
2. 分析和评估
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和技能（数据挖掘和提取、持
A
续监控、自动化工作底稿、内置审计模块等）
B 评估潜在证据来源的相关性、充分性和可信度
运用适当的分析方法和流程图绘制技术（过程识别、工
C 作流分析、流程图生成和分析、意大利面条图和 RACI 图
等）
确定和运用分析性检查技术（比率估计、差异分析、预
D 算与实际对比、趋势分析、其他合理性测试、对标分
析）
编制工作底稿和记录相关信息的档案文件，为审计结论
E
和业务成果提供支持
总结和归纳审计结果，包括对风险和控制进行评估的结
F
果
3. 审计业务督导
确定业务督导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协调工作分配、检查
A
工作底稿、评估审计人员的工作表现等）

认知水平

精通
精通
精通

精通
精通
精通

基础
精通
精通

基础

IV

领域
沟通审计结果和监督改进(20%)
1.沟通审计结果和风险接纳程度
A 与审计业务客户进行初步沟通。
保证沟通质量（准确、客观、清晰、简明扼要、富有建
B 设性、完整且及时），突出沟通要素（沟通目标、范
围、结论、建议和改进措施）
C 撰写有关业务进展的中期报告
D 提出旨在增加和保护组织利益的建议
描述审计业务沟通和报告程序，包括召开出点会、撰写
E 审计报告（包括起草初稿、复核、批准和发布），并获
取管理层的反馈意见
F 了解首席审计执行官有责任评估剩余风险
G

描述沟通风险接纳程度的程序（适用于管理层接纳风险
的程度高于组织接纳风险程度的情况）

2.监督改进
A 评估审计业务成果，包括管理层的改进措施
管理将审计结果报告给管理层和董事会之后的监督工作
B
和跟踪审计

3.3.







认知水平

精通
精通
精通
精通
基础
基础
基础

精通
精通

与 CIA 考试第二部分有关的推荐书目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包括内部审计的使命、内部审计的定
义、内部审计实务的核心原则、职业道德规范、《标准》、执行指南以及实务指南
（包括《全球技术审计指南》，即 GTAG），IIA
《内部审计确认和咨询服务》，作者 Urton Anderson、Michael Head 和 Sridhar
Ramamoorti
《索耶内部审计师指南》, 作者 Larry Sawyer
立场公告“内部审计在内部审计活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IIA
内部审计和各相关学科的现行教材

其中 IIA 颁布的 IPPF 和立场公告以及《索耶内部审计师指南》一书已由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翻译为中文，考生可根据自身需求登录协会网站（www.ciia.com.cn），在图书栏目中订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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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A 考试第三部分：内部审计知识要素
修订版 CIA 考试第三部分包括四个领域的内容，分别是（1）经营才能；（2）信
息安全；（3）信息技术；以及（4）财务管理。第三部分主要测试考生与上述核
心经营概念有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1.

CIA 考试第三部分大纲变动情况

以下是对 CIA 考试第三部分大纲变动情况的概述。例如，现行的 CIA 考试第三部
分大纲中包含八个领域的内容，修订版大纲中只包含四个领域的内容。考试题量和
时长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 100 题和 120 分钟。

修订版本
现行版本
I.
治理 / 商业道德 (5-15%)
II. 风险管理 (10-20%)
III. 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风险 (1525%)
IV. 沟通 (5-10%)
V. 管理 / 领导规则 (10-20%)
VI. IT /业务连续性
(15-25%)
VII. 财务管理
(10-20%)
VIII. 全球化经营环境
(0-10%)

I.
II.
III.
IV.

经营才能 (35%)
信息安全 (25%)
信息技术 (20%)
财务管理 (20%)

对第三部分大纲的修订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15

第三部分关注的内容集中到了对内部审计人员来说最为关键的核心领域；
新增了数据分析这一子领域；
提高了有关信息安全内容的占比，加入了网络安全风险和新兴技术实务等内容；
大纲中占比最大的领域为“经营才能”（35%）；
考试中部分内容要求考生基本理解相关概念，还有部分内容要求考生精通相关知识和技
能。

4.2.

CIA 考试第三部分修订版大纲
领域

认知水平

经营才能 (35%)
1.组织目标、行为和绩效
A

检查常见的绩效指标（包括财务、运营、定性与定量、
生产率、质量、效率、效果等）
阐述组织行为（组织内的个人、团体、组织的行为方式
C 等）和不同的绩效管理技术（能力特征、组织政治、组
织动力、岗位设计、奖励机制、工作安排等）
描述管理层领导、指导、引导员工；履行组织承诺；展
D
示企业经营能力的效果
2.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
评估不同组织结构（集权与分权、扁平结构与传统结构
A
等）对风险和控制的影响
检查一般业务流程（人力资源、采购、产品开发、销
B 售、市场营销、物流、外包业务管理等）对风险和控制
的影响
确定项目管理技能（项目规划和范围、时间/团队/资源/
C
成本管理、变革管理等）
了解合同的不同形式和要素（正式程度、相关考虑因
D
素、单务合同、双务合同等）
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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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战略规划程序和主要活动（设定目标、全球化和竞
争、与组织使命和价值保持一致等）

基础
精通
基础
基础

基础
精通
基础
基础

领域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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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
描述内部审计业务中的数据分析、数据种类、数据管理
A
以及运用数据分析的价值
B 阐释数据分析程序（确定问题、获取相关数据、清洗数
据、分析数据、通报结果）
了解在内部审计中对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异常检测、
C
诊断分析、预测分析、网络分析、文本分析等）
信息安全 (25%)
1. 信息安全
A 区分常见物理安全控制措施（卡、钥匙、生物识别等）
区分用户身份验证和授权控制的各类形式（密码、两级
B 验证、生物识别、电子签名等），并确定可能出现的风
险
阐释各类信息安全措施（数据加密、防火墙、杀毒软件
C
等）的目的和作用
了解数据隐私法规及其可能对数据安全政策和实务产生
D
的影响
了解新兴技术及其对安全问题的影响（自带办公设备
E
[BYOD]、智能设备、物联网[loT]等）
了解现有的和新兴的网络安全风险（黑客攻击、盗版行
F
为、篡改、勒索软件攻击、网络钓鱼攻击等）
G 描述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相关政策
信息技术 (20%)
1.应用和系统软件
了解系统开发周期和交付过程中的核心活动（需求定
A 义、设计、开发、测试、debug、配置、维护等）以及在
过程中对变更进行控制的重要性

认知水平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领域
理解基本的数据库术语（数据、数据库、记录、对象、
B 域、schema 等）以及网络术语（HTML、HTTP、URL、域
名、浏览器、点击、电子数据交互[EDI]、cookies 等）
C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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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软件系统（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企业资源计划
[ERP]系统；治理、风险和合规[GRC]系统等）的主要特征

2. IT 基础设施和 IT 控制框架
解释基本的 IT 基础设施和网络概念（服务器、主机、客
A 户端-服务器配置、网关、路由器、LAN、WAN、VPN
等），并识别潜在的风险
确定网络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和咨询台在运营中的职
B
责
了解 IT 控制框架（COBIT、ISO 27000、ITIL 等）以及基本
C
IT 控制的目的和应用
3. 灾难恢复
阐释灾难恢复规划地址的相关情况（炎热、温暖、寒冷
A
等）
B 阐释系统和数据备份的目的
C 阐释系统以及数据恢复程序的目的
财务管理 (20%)
1.财务会计和财务
了解财务会计的概念和基本原则（不同种类的财务报表
A 和专业术语，如债券、租赁、退休金、无形资产、研究
开发等）
了解先进的和新的财务会计概念（新设合并、投资、合
B
伙经营、外汇交易等）
解读财务分析的结果（纵横向分析以及有关业务活动、
C
收益、流动性、借贷等情况的比率分析）
描述收入周期、当前的资产管理活动和会计、供应链管
D
理（包括存货价值和应付账款）情况
E 描述资金预算、资金结构、基础税务和转移定价

认知水平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基础
精通
基础
基础

领域
2. 管理会计
解释管理会计的一般概念（成本-产量-利润分析、预算、
A
费用分配、成本-效益分析等）
区分各类成本核算系统（完全成本、变动成本、固定成
B
本、作业成本、标准成本等）
区分各类成本（相关和无关成本、增量成本等），以及
C
它们对决策的影响

4.2.




















认知水平
基础
基础
基础

与 CIA 考试第三部分有关的推荐书目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包括内部审计的使命、内部审计的定
义、内部审计实务的核心原则、职业道德规范、《标准》、执行指南以及实务指南
（包括《全球技术审计指南》，即 GTAG），IIA
《内部审计确认和咨询服务》，作者 Urton Anderson、Michael Head 和 Sridhar
Ramamoorti
《索耶内部审计师指南》, 作者 Larry Sawyer
《全面风险管理框架》，COSO
《内部控制——综合框架》，COSO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作者 Richard Daft 和 Dorothy Marcic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指南》，项目管理协会（PMI）
Performance Auditing: Measuring Inputs, Outputs, and Outcomes，作者 Stephen
Morgan、RonellRaaum 和 Colleen Waring
Auditing Human Resources，作者 Kelli Vito
Auditing the Procurement Function，作者 David O'Regan
Contract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The Operational Guide，IACCM
Data Analytics: Elevating Internal Audit's Value，作者 Warren Stippich Jr.和
Bradley Preber
《执行 NIST 网络安全框架》，ISAC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trol and Audit，作者 Sandra Senft、Frederick Gallegos
和 Aleksandra Davis
IT Auditing: Using Controls to Protect Information Assets，作者 Chris Davis、Mike
Schiller 和 Kevin Wheeler
Principle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作者 Michael Whitman 和 Herbert Mattord
Accounting Principles，作者 Jerry Weygandt、Paul Kimmel 和 Donald Kieso
内部审计和各相关学科的现行教材

其中 IIA 颁布的 IPPF 和立场公告以及《索耶内部审计师指南》一书已由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翻译为中文，考生可根据自身需求登录协会网站（www.ciia.com.cn），在图书栏目中订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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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IA 考试从现行版到修订版过渡
修订版 CIA 考试（基于修订版考试大纲）将于 2019 年 1 月起投入使用，最初仅适
用于英文考试。IIA 全球理事会将于 2019 年初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分会共同努力，
为其他语言的考试过渡制定详细的计划。关于非英语语言 CIA 考试现行大纲过渡
至修订版大纲的相关信息，详见 www.theiia.org/updatecia

5.1.

考试过渡时间表

5.2.

合格分数

IIA 将基于修订版 CIA 考试大纲进行公开测试并对如何制订标准开展研究。IIA 职
业资格委员会将根据研究结果确定考试的合格分数。考生在每个部分获得的原始分
数（答对题目的数量）将会被换算转化为 250 到 750 之间的标准分数。标准分达
到 600 分或以上的考生被认定为通过考试。

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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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IIA 网站，www.theiia.org/updatecia。
上网查看常见问题（FAQs）列表。
请与中国内部审计协会联系:
 电话: 010-82199868
 电子邮箱: certification@cii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