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会计改革创新有奖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14篇）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专题论文 会计对比分析与经济评价方法 朱建军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随笔与纪实 那些经历国资国企改革的深刻记忆 樊时芳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数据经济时代的智慧内审体系建设 林岸芬、阳小平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专题论文 新租赁准则下如何识别合同中是否包含租赁 田曙光 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大智移云时代高速公路投资企业构建资金财务共享服务中

心研究－基于 A 公司的实践
林楠、陈丽、袁龙灿 广东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基于业财融合的深圳出口 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证据管控机

制研究
赵金玲、李娟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院

专题论文 运用指数分析法评价医用耗材的费用控制 葛继红、杨梦琳、黄红云 深圳市人民医院

随笔与纪实 在深圳这块沃土上成长 王晓奕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随笔与纪实 我与《特区财会》三十年的不解情缘 马彦钊 深圳能源集团

访谈
从仓库管理员到大型企业集团 CFO 的破茧之路－宝能集团乔

宗利访谈录
乔宗利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宝能汽车集

团、宝能物流集团

随笔与纪实 当 CMMI 与内部控制碰撞的时候 许佳莉 南方科技大学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随笔与纪实 金蝶与深圳特区 40 周年 金蝶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特区天地，会计情怀 郭冬梅 深圳市深福保集团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终身难忘，那段冲刺桂冠的美好时光—写在参加第二届全国

会计知识大赛 20 周年
王苏荣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等奖（20篇）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随笔与纪实 从昔日的热土来到今天的飞地 董春英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综合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政府会计主体投资业务管理及会计核算 曾强安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随笔与纪实 中国会计改革的先头部队—深圳会计四十年 周凭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新型研发机构科研经费管理实践经验及问题研究 刘岩、杜姗姗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随笔与纪实 来到深圳这片热土 苏自申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一名会计人在深圳的二三事 乔彦军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抚今思昔话账本 向自力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新时代关于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再思考 张炎华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专题论文
管理会计理念在项目管理中的实践-基于深圳联通坪山 IDC项
目

黄倩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专题论文 TJ集团财务转型之路浅析 刘凤辉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在深圳，父亲用拐杖给我支起的特区会计诚信 李琦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未来已来-浅谈信息化对新时代财务工作的影响 李雪华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与深圳特区共生共荣 沈雪英 深物业集团

专题论文
下推会计对公司并购的影响-以纳思达公司海外并购利盟国

际为例
罗成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GBS 模式在中国港口行业的可行性探讨 张芳剑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访谈 被“逼”来到深圳，却成了智能财务的探索者 袁义军 深圳市中科强财科技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此生此情醇甘洌，桑榆时节到鹏城—我的会计人生 区锦英 深圳市会计协会

专题论文 财务共享模式下财务职能转变和财务人员转型 秦小艳、周飞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浅谈财务工作为企业决策服务的基本逻辑 吕秀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砥砺廿八载，再启新征程—宝能集团产业报国之路 宝能公司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等奖（23篇）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专题论文 我国商誉后续计量改回摊销法的探讨 郑煜琦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专题论文 大数据时代基于云会计的财务共享中心费用管控 张穆 深圳市康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业财融合：未来财务工作的重要目标 叶炳周
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诗歌 枝繁叶茂，四十年轮—农行深圳分行财会工作回首 周琼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

专题论文 事业单位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几点思考 叶远康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专题论文 浅析国有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彭瑜凌 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防范风险，提高效益—浅谈内部审计的新方式和路径 郎佳丽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与深圳特区同龄，伴医院财务成长 叶岸桢 深圳市中医院

诗歌 筑梦鹏翔--特区会计之路掠影 刘泽惠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专题论文 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环境影响的文献综述 吴慧中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随笔与纪实 乐享共享乘风去，以才创财破浪来 陶舒妍 深圳市深福保（集团）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创新之路-记华南外运深圳区域计费结算业务板块 谭艳丽、蔡汉发
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深圳区域营运中心/
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会计信息化和会计信息系统雏议 冯雯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保险会计十八春-我的业务回眸 洪丹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浅谈财会管理现代化和财务机器人 华旭、王雅茹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股权激励、股权性质与预算松弛 赵蓉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在跨境支付中打造银企直联 郭森鸿、陈伟宽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专题论文 跨境支付两大主流渠道对比谈 郭森鸿、刘与丹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随笔与纪实 耕耘四十载，春风再出发--码头财务这些年 林琳 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财务共享建设的思与行-以招商仁和人寿为例 郭亮星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随笔与纪实
共和国长子的责任心铸就我们的坚守－招商蛇口财务信息

工作实践
刘鹤杨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随笔与纪实 一名深圳年轻会计的心路历程 苗苗 深圳市同芯创达科技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关于公立医院推进业财融合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翁郁明 深圳市中医院

纪念奖（6篇）

征文类型 征文题目 作者 工作单位

专题论文 试析如何提高企业资金内控水平 罗志兰 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

随笔与纪实
智能财务管理系统：解决股东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风险的

利器
刘辉德 深圳市中科强财科技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谢少丽 深圳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专题论文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中控制活动存在的问题-以北讯集团为例 徐棉莹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诗歌 会计变革征程曲 刘群红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散文 深圳会计改革创新 40年回顾与展望 江中意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