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一等奖（共 8 名） 
序

号 
作 者 服务成果（案例）名称 单 位 

1 段细华、陈梭 
会计师事务所开拓新型服务领域案例分析 

——关于 A公司采购成本分析与建模咨询服务 

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2 
罗灵、康让桃、黄建

明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咨询转型升级案例 

——关于某文旅项目投资诊断评价咨询服务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3 

曾幸子、肖红英、阳

梓晴、姚力、李欣蔓、

黄凡君 

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以 Y股份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为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湖南分所 

4 曹国强、李新葵 
利用专业优势 维护投资者权益 

——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资者利益补偿工作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湖南分所 

5 
李道灵、李玲、龚振

宇、余绍刚、赵蓉 

尝试“经管”绩效评价 助推国企改革深化 

——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的有益探索 

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湖南德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 

6 杨铭伟、潘霞 
运用新方法新思路评估数据资产 

——用 Black-Scholes模型评估数据资产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7 
周金明、李莉、刘金

林 

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涉及的相关资产价

值评估 
湖南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余春红、刘水望 
专项审计助推人大预算监督管理 

——水环境治理专项资金预算细化审查 

湖南天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 

 

 

 

 



二等奖（共 12 名） 
序

号 
作 者 服务成果（案例）名称 单 位 

1 任辉、袁安 
服务改革开放战略 提供海外咨询支持 

——海外资产评估案例剖析 
湖南公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 田晓明 深度扶贫财政专项资金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案例 湖南方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3 李海虹 
强化预算绩效 提升管理效益 

——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的绩效评价心得 

湖南希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4 王保民 

坚守审计准则 严控审计质量 防范审计风险 

——从 500kV 输变电工程竣工决算审计项目谈基

建项目竣工决算审计质量控制 

湘能卓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5 
陈少红、骆文慧、

秦明星 

助力法院破产方案制定 盘活破产企业资源 

——某一破产企业资产评估工作开展简述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6 
胡永娇、郭玉祥、

邵雄峰 

“八年抗战” 初心不改 

——担任 XX公司破产管理人纪实 

湖南楚才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 

7 肖石 
标的资产合理定价 经济社会效益凸显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评估执业探讨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8 
曹国民、曾庆芝、

黎耀波 

提升服务价值  创新行业未来 

——关于 XX公司研发费用辅导及奖补政策咨询

服务纪实 

湖南华盛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 

9 屈志强、欧阳玲芝 
企业破产需规范 清算审计夯基础 

——关于 XX企业破产清算审计工作探讨 
湖南鹏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0 
刘宇、陈安、段华

敏 

关于 A燃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所涉及的实物资产

及特许经营权价值评估鉴定 

湖南华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11 李江、粟睿 
不能让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关于村级审计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湖南广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2 张辉、陈志丹 

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案例 

——关于某养老中心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

价服务 

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三等奖（共 21 名） 

序号 作 者 服务成果（案例）名称 单 位 

1 
方培、肖红英、姚

力、刘峻达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基础之风险调研 

——以 A集团全面风险管理调研为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湖南分所 

2 刘再娇、刘琼瑶 
深入调研 靶向施策 助力环卫市场化改革 

——某市环卫市场化运行情况调查评价纪实 

湖南中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 

3 龚振宇、易妹 
XX市轨道交通 X号线一期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探讨 

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 

4 
李俊武、林圣国、

陈彩丽 

助力财政预算管理 创新扶贫专项评价 

——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探讨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5 朱国珍、梅敏 2016年度 XX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常德分所 

6 周晓鸣、义罗向 抓好两个工作要点  提高绩效评价质量 
永州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 

7 彭倩芳、雷智茗 
助力财政预算管理  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评价 

——农业科技创新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探讨 
湖南公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8 李力、刘俊明 
L市 2016-2017年精准扶贫产业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报告 

湖南恒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 

9 
黄晓晓、曾思伊、

刘刚 

会计师事务所助力政府基建审计 

——关于 XX公路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湖南分所 

10 成本云、肖梦玫 
B公司 2018-2019年度市场化债转股暨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相关的企业价值评估案例分析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 

11 陈春方、何举智 
劝君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关于 XX公司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纪实 

湖南永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 

12 
张燕、龙英斌、陈

立华 

以研发投入为起点的企业全生命周期创新成长服务

案例 

——HF 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成长服务案例 

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 



13 宾岚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市场主体退出 

——破产专项审计探讨 
湖南新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4 
盛丽云、方仁西、

何绩林 

揭穿“善心汇”“伪善”庐山真面目 

——“善心汇”传销组织司法会计鉴定纪实 

湖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 

15 
施春艳、骆文慧、

秦明星 

化解官民危机 维护社会稳定 

——一个典型的资产评估案例解析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6 
张燕、龙英斌、王

威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助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关于某专案的审计咨询服务 

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 

17 
付秀明、肖毅、燕

楠 

基于游戏企业盈利模式下的 A公司软件著作权的识

别与计量研究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8 
匡增平、杨丽莉 、

文艺 

规范 PPP 合作·助力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 

——十里桃花生态新镇 PPP项目规范调整咨询案例

总结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湖南分所 

19 
李力、陈朝晖、黄

新林 

关于某资产征收项目接受被征收人资产评估咨询服

务 
湖南恒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赵超、卓小越、罗

熙、朱迪 

文旅经营走招商  谱写投资新华章 

——关于 XX温泉项目旅游配套设施招商可行性论证

纪实 

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21 李玲、乔攀 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案例 
湖南德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

合伙） 

 

 

 

 

 

 

 



最佳组织奖（共 13 名） 

序号 获奖单位 

1 长沙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2 岳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3 永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4 郴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5 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6 湘能卓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7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8 湖南天平正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9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0 湖南公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1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2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13 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