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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审计目标,形成审计工作闭环的重要环节,构建审计
整改工作的“责任机制、督促机制、评估机制”三项机制是提高审计工作水平和完善高校治理的重要
制度保障,这也是作者对高校审计整改工作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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