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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迪博 

1.1 公司概况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迪博”）是由国有企业、深圳市政府以及

管理团队等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的一家混合所有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 SEICMMILM3、

ISO9001 等体系认证，在深圳、武汉、北京等地设有办公室，拥有近 300名员工。 

武汉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为深圳迪博的全资子公司，专注

于研发设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相关的系列数据产品，包括迪博数据资讯、DIB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教学软件等。 

自 2001年以来，迪博一直专注于内部控制标准在中国的建立以及在单位的应用实践，公

司秉持“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的理念，以“咨询+软件+大数据+培训”的创新商业模式为逾

500 家的大型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提供了内部控制解决方案服务。 

 迪博将矢志不渝地为提高单位风险管理能力、为推动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

技术支持，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资质与荣誉 

（1）公司资质 

 2013年“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软件系统”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鉴定为国内领先 

 2012年迪博通过 CMMI ML3管理体系认证 

 2011年迪博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1年迪博通过 IS09001管理体系认证 

 2009年迪博获得“双软认证” 

（2）公司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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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迪博荣获“2016 年度武汉市大数据企业”认定 

 武汉迪博荣获“2015-2016年度湖北省优秀软件企业” 

 迪博荣获“2014年中国软件行业最具影响力企业奖” 

 迪博荣获“2014年中国软件行业优秀应用产品奖” 

 迪博荣获“2014中国电子政务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奖” 

 迪博荣获“2013年度中国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军企业奖” 

 迪博荣获“2011年中国行业信息化标杆企业奖” 

 迪博荣获“2011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最佳解决方案奖” 

 迪博荣获“2011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领军人物奖” 

1.3 专业研究 

 迪博一直视研发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迪博主持或参与了数十项国家内部控

制课题，其研究成果在内部控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已成为国内外内部控制理论和实务工作者

的重要参考。 

 自 2008 年伊始，迪博白皮书已成为一个品牌与标准，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各大证券报每年均刊登迪博的白皮书，金融界、和讯

网、新浪财经、凤凰财经、网易财经、搜狐财经、腾讯财经等各大主流财经网站也都及时转载

迪博白皮书。历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白皮书》均收录在迪博数据资讯。 

 

 迪博主持研究并发布了反映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风险管控能力的“迪博·中

公司内部控制指数”（2011-2018），受到主流媒体、上市公司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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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会计报》、《金融时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每年均对该指数的发布进行专题报道。迪博•中国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均收录在迪博数据资讯。 

 迪博积极配合财政部、证监会和国资委等监管机构开展内部控制实施及全面风险管理

的推进工作，成为广受相关部门认可的专业机构。 

 迪博专家参与了内部控制相关规范文件的起草和审定，对内部控制在中国的发展与政

策内涵有深刻的理解。迪博专家参与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中央企业全面

风险管理评价指引、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信息化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问答等的起草和审定，并多次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层

管理人员培训，对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政策动向与应用有充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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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迪博数据资讯 

2.1 产品简介 

2012 年，公司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域的业务经验和知识积累与沉淀的基础上，研发

了中国首个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数据库——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该数

据库凭借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域的全面而完整的信息、专业而独到的分析视角，得到了中

国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高端专业人士的认可。 

2017 年，为了丰富数据内容、提高用户使用效率，公司在原有的 DIB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

理数据库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版和优化，向用户推出了升级之作——迪博数据资讯。与原

有产品相比，迪博数据资讯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在大模块上，单独增加了财政数据库，收录了

中央、省、市各级财政预决算数据；在子模块上，也对原有产品进行了补充，如内控指数库，

增加了内部控制分项指数，更有利于用户实证研究。在数据结构上，做了优化调整，增强了数

据表之间的逻辑关系，去除了部分冗余字段，用户在使用上将会更加清晰明了。在产品功能上，

更突出实用性，增加快速筛选检索、模糊搜索、在线预览、多格式数据下载等功能。在界面设

计上，更加美观简洁，操作上更符合用户习惯。 

2.2 产品结构 

最新动态 内控评级 数据产品 风控研究 定制服务 

内控资讯 评级介绍 内控数据 风控实验室 科研项目 

研究报告 白皮书 风险数据 实务案例 企业实务 

风险观察 指数评分 审计数据 迪博刊物  

 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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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最新动态 

 内控资讯：实时追踪国内监管机构最新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动向及资讯；深度解读

重大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政策法规。 

 研究报告：涵盖迪博历年公开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白皮书》、《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信

息公开 “金秤砣奖”评议活动橙皮书》以及各行业风险披露报告、内部控制报告。 

 风险观察：涵盖迪博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针对不同行业的深度研究报告，目前有文化

产业、影视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汽车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研究报告，后续会根据客户需求

持续推新。 

2.2.2 中国上市公司内控评级 

为方便用户对内部控制评级的了解，迪博数据资讯首页上提供最新年份内控评级的查询入

口，用户不用登录即可查看排名前 200的公司信息，以及关于指数评级的详细介绍。 

2.2.3 数据产品 

数据产品信息的采集来自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COSO等国内外官方网站及行业权威机

构的公开信息，以及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公开信息。迪博数据资讯由从事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

域多年研究的资深研究人员实时追踪各行业的动态，挖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域相关联的数

据、信息，以做到及时更新。研究人员分小组每日追踪各子数据库信息，定期批量更新数据。

下表为数据产品结构。 

内控数据 审计数据 专项数据 风险数据 政策法规 

内部控制指数 财务报表审计 立案稽查数据 上市公司风险 政策法规 

内部控制指数 财务报表审计意见 诉讼数据 风险披露数量  

内部控制评级 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违法违规数据 风险披露内容  

内部控制分项指数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 违法违规事件 风险案例  

内控信息披露指数 内部控制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惩处信息   

内控评价信息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财务重述数据   

内控评价基本信息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经营计划数据   

内控评价缺陷数量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 经营计划披露情况   

内控评价缺陷内容 审计机构信息 经营计划指标   

内控评价缺陷认定标准 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内控审计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    

内控审计基本信息     

内控审计缺陷数量     

内控审计缺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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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风控研究 

 风控实验室：DIB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教学软件 

 实务案例：各类实证案例 

 迪博刊物：迪博持续地将迪博研究与实务经验进行公开出版，分享与传播内控与风险

管理的先进理念。其中与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合作出版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系列丛书，

已被作为 2011-2013 年全国多省市上市公司推进内控工作的教材。 

 

 

 

 

 

 

 

2.2.5 定制服务 

依托于大数据背景，基于迪博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数据采集、挖掘和分析技术，由系统智

能筛选、分拣、分析，帮助用户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出基础信息数据，致力于为用户建立从

数据使用到数据分析的完整开发服务生态。 

应用场景： 

 科研项目 

文献调研、资料收集与整理、数据规则建立、数据采集与加工、指标体系设立、数据模型

建立等 

 企业实务 

业务数据采集与加工集成、风险监测/预警信息系统、风险评估报告、风险分析报告等 

2.3 产品优势 

 视角专业：迪博数据资讯是在借鉴国外 Audit Analytics 数据库设计的基础之上，对

迪博多年来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域业务经验和知识积累的有机融合。 

 数据全面：目前本产品包含 5个大型的专业数据库，30多个子数据库，内容涉及证监

会行业分类标准中 90个二级子行业、3000多家国内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事业单位的披露

信息。信息的采集来自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COSO 等国内外官方网站及行业权威机构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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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信息，以及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公开信息，内容涉及上市公司风险披露信息；内部控制指数、

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制审计相关信息；违法违规、立案稽查、诉讼、财务重述、经营计划信

息；审计费用、审计机构相关信息；财政民生信息披露、财政民生支出水平相关信息以及迪博

风控研究团队撰写的企业风险案例、行业风险研究报告等各类资讯信息。内容覆盖至风险管理

与内部控制各个环节及领域，专业权威，深受业内好评。 

 更新及时：迪博数据资讯由从事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域多年研究的资深研究人员实

时追踪各行业的动态，采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领域相关联的数据、信息，以

确保及时更新。 

 持续创新：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而数据又是支撑决策机构作

出正确决断的利器。未来，随着国内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与实务的不断发展，迪博数据

资讯将会致力于持续不断地推出新的数据产品及服务，包括对现有的产品进行完善，通过创新

更好地丰富我们的数据库。 

 技术先进：迪博数据资讯采用 SOA 架构和 JAVA EE 技术体系，保证系统开放性；使用

云服务平台的运行环境，保证系统稳定及良好的扩充能力；支持各种 SOA 以及 J2EE 规范和业

界的各种标准；用 MD5算法为数据加密，采用 HTTPS 协议，保证数据安全性；采用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理念，在线离线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用户使用效率。 

2.4 特色产品 

以下数据为迪博独家首创，是迪博数据资讯区别于市面上其它同类数据库的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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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适用领域 

 科研人员：为企业管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风险管理、证券等领域的实证科学研

究提供详实客观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缩短查找数据的时间，加快科研进程。 

 企业用户：为了解同行业或不同行业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和在开展相关业务活动中的

经验教训，便于企业用户进行同类型业务时借鉴参考，规避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为企

业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监管机构：有为监管机构提供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施情况的数据资讯，为制定相

关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投资者：了解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和重要事项方面的历史及实时动态，便于做出正确

的投资决策。 

2.6 产品价值 

2.6.1 学科建设 

 2016年起，国务院针对大学以及学科建设明确提出了“双一流”的任务要求，其中提

到“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着力提升解决重

大问题和原始创新的能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

智库。” 

 迪博数据资讯可以作为学院、研究中心的数据支撑，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重要

的实证数据信息保障，与高校一同打造新型智库。 

2.6.2 课题支撑 

迪博数据资讯为科研人员申报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相关课题提供数据基础，使院校形成

特色专业，提升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项目批准号  

1 政府内部控制体系研究 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2015KJB021 

2 基于中国情境的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71332004 

3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 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11JDXM79004 

4 诚信、C-SOX与企业价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272198 

5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投资者保护——基于C-

SOX实施效果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7097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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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部控制、过度投资与财务危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9YJA790199 

7 信息技术内部控制操作指引与典型案例研究 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2008KJA12 

8 关联交易内部控制操作指引与典型案例研究 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2008KJA16 

9 企业并购及对子公司内部控制操作指引与 

典型案例研究 

财政部重点会计科研课题 2008KJA17 

10 企业内部控制与价值创造——基于中国资本

市场的实证研究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项 

2010KJB008 

2.6.3 论文发表 

经初步统计，2009年 1 月~2018年 1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

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贵

州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内蒙古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安徽工业大学、西安邮电学院等

多所高校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 DIB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资源发表论文共计 700 余篇，

作为 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升级版本的迪博数据资讯，其数据更为丰富、全面、数据

结构更加清晰合理，无疑能更好地为用户文献发表作支撑。下表为挑选出的几篇典型代表论文： 

 

序号 题 名 来 源 数据库引用 发表时间 

1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ternal control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内部控制库 2018年1月 

2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内部控制库 2017年8月 

3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审计监督:利益权衡还是信号

传递?    
审计与经济研究   

内部控制库、

外部审计库 
2017年6月 

4 

Do Lenders Applau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Owned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内部控制库 2017年6月 

5 缺陷披露、审计意见与内部控制质量提升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内部控制库 2017年5月 

6 
Employee Quality, Monitoring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内部控制库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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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7 
企业集团风险传染效应研究——来自集团控股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7年3月 

8 
内部控制对费用粘性影响机理研究——基于管

理者自利行为的中介效应 
经济与管理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7年1月 

9 
内部控制、研发强度与管理短视——基于中国上

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内部控制库 2016年9月 

10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分析——基于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强制实施的视角 
会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6年9月 

11 媒体监督、内部控制与审计意见 审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6年9月 

12 
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稳定市场吗？——基于A股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综合调查 
管理世界 内部控制库 2016年1月 

13 
内部控制的“双刃剑”作用——基于预算执行与

预算松弛的研究 
管理世界 内部控制库 2015年12月 

14 
基于面板数据的上市公司财务绩效与内部控制

指数实证研究 
企业经济 内部控制库 2015年7月 

15 
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对审计报告的

影响 
中国内部审计 内部控制库 2015年6月 

16 
内部控制质量影响银行借款契约的条款设置

吗？ 
金融论坛 内部控制库 2014年12月 

17 目标导向的内部控制指数研究 会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4年8月 

18 
CEO激励提高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吗？--来自国有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4年6月 

19 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研究 会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3年8月 

20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来自中国证

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南开管理评论 

内部控制指数

库 
2013年4月 

21 内部控制与公司实际税负 会计研究 内部控制库 2012年9月 

2.6.4 上市公司监管 

除上述课题、论文之外，监管机构在撰写研究报告时也采用了迪博数据，如 2013 年 8 月

财政部、证监会发布的《我国上市公司 2012 年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中

的统计数据都是来源于迪博数据资讯上代产品 DIB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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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科研项目 

迪博提供的特色化数据定制服务，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客户从事的科研项目提供文

献调研、资料收集与整理、数据规则建立、数据采集与加工、指标体系设立、数据模型建立等

服务，帮助客户更高效地进行科研工作。 

 

2.7 主要子库介绍 

2.7.1 内部控制数据 

内部控制数据中涵盖迪博首创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与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

息披露指数数据，并全面收录 2007 年至今中国上市公司所有的内部控制评价信息、内部控制

审计信息、内部控制缺陷数量及内容信息、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信息等，为客户全面了解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全貌、进行内部控制实证研究提供参考帮助及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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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指数 

 

 

内部 

控制 

指数 

库 

内部控制指数是迪博公司自主研发设计，以内部控制五大目标为导向，并选取与其对应的指标，

同时以内部控制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作为修正指标构建，旨在为全面衡量 2000 年以来我国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提供依据，推动我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的发展。该指数源

于 2010-2011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全国重点会计课题《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于

2011年首次发布，得到理论界、实务界、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可以及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2014

年，随着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迪博在内部控制研究过程中的不断积累，我们

对内部控制指数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内部控制指数设计思路和指标选取的科学

性、合理性。该成果也是迪博与证监会、中山大学合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项目《基

于中国情境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更新频率为每年。  

 

内部控

制评级 

内部控制评级是根据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数值分布，按照四级八档的分类标准，

依据内部控制指数分值高低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依次划分为：AAA、AA、A、BBB、BB、B、

C 和 D级，对 2013 年度以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风险管控能力进行评价。其中，处于 A级

及以上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处于 BBB、BB的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良好，处于 B级的公

司内部控制水平处于合格线，而处于 C、D级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较差。 

 

 

内部控

制分项

指数 

内部控制指数以目标为导向，围绕上市公司战略、运营、报告、合法合规、资产安全五大目标

的实现程度进行设计，是首个反映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控能力的指数体系，包含战

略层级指数、经营层级指数、报告可靠指数、合法合规指数和资产安全指数等五大内部控制分

项指数。内部控制分项指数收录自 2013年以来上市公司战略、运营、报告、合规、资产安全方

面的内部控制指数得分，以便更好的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控能力，为上市公司完善

内部控制建设提供参考，为监管部门评价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提供依据，为内部控制实证研

究提供量化基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 

 

 

内部 

控制 

信息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是迪博公司基于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在内部控制与风险

管理领域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自行开发设计的一套指标体系。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年报和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为依据，运用该指标体系，衡量上市公司自 2007年以来的信息披露状况。2007

年至 2012年，该指标体系包含了 5个一级指标、65个二级指标。随着 2013年 5月，美国反虚

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发布《2013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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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指数 

库 

配套指南；以及 2014 年 1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按照该规定

的要求与格式披露 2013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容发生了很大变

化，因此迪博根据上述变化调整了信息披露指标体系。新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包含 5个一

级指标，31 个二级指标，87 个三级指标。2013 年及以后的数据执行新的指标体系。更新频率

为每年。 

内部控制评价信息 

内部控

制评价 

信息库 

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为依据，深入剖析能够反映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

价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的基本信息，如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结论、内部控制评价依据、内

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内部控制缺陷类型及数量、缺陷是否整改及已整改缺陷数量等，为客户

参考借鉴以及进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提供帮助。更新频率为每年。 

内控评

价缺陷

数量 

内部控制评价缺陷数量库是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年度报告为依据，摘录

2007 年以来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数量，按照财报/非财报

和缺陷等级进行分类计算，同时包含内部控制缺陷整改的信息，便于客户查询和参考。 

 

内控评

价缺陷

内容 

内控评价缺陷内容库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为依据，深入剖析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发现的每条缺陷的内容、产生原因、对控制目标的影响、整改有效性情况、

整改措施、缺陷等级、缺陷类别等信息，并按照设计缺陷/运行缺陷、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一般

缺陷、财报缺陷/非财报缺陷、公司层面/业务层面/信息系统层面缺陷、五要素分类、内部控制

活动/事项分类、关键控制环节分类等分类标准进行归类，便于客户查询和参考。 

内部控

制评价

缺陷认

定标准 

内控评价缺陷认定标准提供了 2010 年以来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详细情

况，将上市公司的缺陷认定标准按照财报、非财报缺陷，重大、重要以及一般缺陷进行分类，

并归纳出定量标准的评价指标，为客户参考对照以及进行上市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相关

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内部控制审计信息 

内部控

制审计 

信息库 

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依据，深入剖析能够反

映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的基本信息，如会计师事务所为各上市公司

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依据、审计过程中发

现的内部控制缺陷数量等信息，便于客户查询并运用这些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更新频率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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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审

计缺陷

数量 

内部控制审计缺陷数量库是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为依据，摘录 2007 年以来上市公司聘请会计事务所实施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按照财报/非财报和缺陷等级进行分类计算，便于客户查询和参考。 

 

内控审

计缺陷

内容 

内控审计缺陷内容库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依据，深入剖析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审计过程中发现的每条缺陷的具体内容、缺陷应对措施、缺陷等级、缺陷类别等信息，并

按照设计缺陷/运行缺陷、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一般缺陷、财报缺陷/非财报缺陷、公司层面/业

务层面/信息系统层面缺陷、五要素分类、内部控制活动/事项分类、关键控制环节分类等分类

标准进行归类，同时还将各上市公司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以及出具

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归纳整理，便于客户查询和参考。 

2.7.2 风险数据 

风险数据基于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以及迪博多年来在全面风险管理领域积累的丰富实务经

验，将各类零散的与风险管理相关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DIB 风险管理数据库。

本库主要涵盖了上市公司风险披露信息、行业风险信息、风险案例、风险报告。用户可通过这

些数据信息深入了解上市公司风险管理水平、提高自身风险防控能力，也可在数据基础上进行

更深层次的理论与实务研究。 

上市公司风险 

风 险

披 露

数量 

风险披露数量库在迪博自有的风险分类框架基础上，对沪深交易所 A 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进行了归类统计，分别列示出上市公司披露的风险总量，归属于战略、市场、运营、财务、法律

等领域的风险数量，内/外部风险数量以及来源于重大风险提示、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等位置的

风险数量，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统计信息。 

风 险

披 露

内容 

风险披露内容库提供了 2005年以来沪深交易所 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风险内容信息，包括风险名

称、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影响、应对措施、风险来源、内/外部风险分类等，为客户参考借鉴以及

进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风险案例 

典 型

案例 

风险案例库主要关注并收录了近年来社会注度较高、业内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意义的损失事件。

该类案例的特点是：事件比较复杂，涉及企业业务和管理链条较为复杂，对企业、行业、社会都

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企业巨额亏损、破产倒闭、行业震动等。对于企业具体业务活动

具有较强的警示和借鉴意义，也适用于政府、学校或其他科研机构的人员进行单个引用或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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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 

行业风险报告 

行 业

风 险

报告 

行业风险报告库是迪博资深研究人员针对不同行业所处的宏观经济、政策、社会、技术环境以及

行业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该行业上市公司风险披露情况，利用 SCP 模型，探析各行

业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风险。 

2.7.3 专项数据 

专项数据包括 6个子模块，分别是诉讼数据、立案稽查数据、违法违规数据、会计师事务

所惩处信息、财务重述数据、经营计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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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审计数据 

审计数据中包括财务报表审计数据、内部控制审计数据和审计机构信息三部分数据，形成

涵盖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财务报表审计费用、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信息和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专项数据

诉讼数据：

诉讼数据库对深沪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自2013年以来以临时公告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随定
期报告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包括上市公司诉讼事件、首次公告披露
日期、起诉日期、事件简介、诉讼事项、原告方、被告方、法院、进展情况、涉案金额等结构化的信
息，帮助客户了解、掌握境内上市公司的诉讼披露情况，以及法律风险分布与变化情况。

立案稽查数据：

立案稽查库提供了深沪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被监管部门立案稽查的详细情况，将企业
因何种原因被立案调查、被行政处罚乃至被刑事立案所涉及的实时情况及公告内容完整并细化呈现。

违法违规数据：

违法违规数据库分为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件表、违法违规进展表，以及问询与监管关注表，对
自1990年以来上市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地方证券监督管理局、深沪证券交易所等披露
的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与整合，主要包括违法违规事件、违法违规事项、立案稽
查情况、行政处罚情况、行政复议情况、行政诉讼情况、公告来源等结构化的信息，以及上市公司被
深沪交易所问询与监管关注的情况，打造上市公司治理与运行的寒暑表。

会计师事务所惩处信息：

事务所惩戒信息库收录了2013年以来会计师事务所的惩戒及处罚信息，包括惩戒及处罚时间、
涉案公司、惩戒及处罚原因、惩处结果、惩处类型、实施惩戒及处罚的部门、惩处文件及年份等，便
于客户查询。

财务重述数据：

财务重述库提供了2005年以来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所发生的各类型财务重述事件的详细情况。
将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对象、时间维度、事项内容、重述原因、重述所影响的报表类型、对当期净利
润的影响、是否涉及追溯调整以及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等信息以结构化的形式
进行了分类整理，为客户借鉴参考或进行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经营计划数据：

经营计划数据包含经营计划披露情况和经营计划指标两个子库，经营计划披露情况以上市公司披
露年度报告与招股说明书等公开资料为依据，收录了2012年以来各上市公司经营计划制订及完成情况
的相关数据，包括是否披露经营目标、经营目标的详细内容、是否披露经营目标的具体量化指标、经
营目标的实现情况等。经营计划指标收录了2012年以来各上市公司经营计划指标及完成情况的相关数
据，包括经营计划指标的名称和单位、指标计划值、是否披露经营计划指标实现值、指标实现值、指
标类别等，便于客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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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信息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和事务所业务收入

信息等全面系统的审计数据体系，便于客户查询并运用这些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审计数据

财务报表审计意见：

财务报表审计意见库收录了2005年以来各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年报、中报中的相关信息，包括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意见说明、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
等，便于客户查询。

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库收录了2005年以来各上市公司年报、中报中披露的审计费用相关
信息，便于客户查询或进行实证研究。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信息库收录了2011年以来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变更的
相关情况，包括变更的日期、前后任事务所名称、变更原因等，便于客户查询。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库是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为依据，深入剖析会计师事务所为上市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信息，如会计
师事务所为各上市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等，便于客户查询并运用这些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收录了2007年以来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内部控制审计所支付的内部控制费用相关信息，为强化内部控制审计监管、进行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相关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和依据。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信息库收录了2012年以来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变更的
相关情况，包括变更的日期、前后任事务所名称、变更原因等，便于客户查询。

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事务所基本信息库收录了2012年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设立的所有会计师事务
所的基本信息，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登记信息、注册会计师年龄结构（人数）、注册会计师
学历结构（人数）、执行业务信息登，便于客户查询参考。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

事务所业务收入库提供了2002年以来每年排名前百强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相关
信息，便于客户查询或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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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政策法规 
 

 

 

 

 

 

 

 

 

 

 

2.8 功能介绍 

2.8.1 数据查询 
进入到各子库后，页面显示的是该库所有字段内容，如需删减字段，可在以下图标中选择需要列式的字

段 

 

如需搜索所需要的数据，可在搜索栏中按行业、年份、辖区、上市公司等各库对应的搜索字段进行搜索

查询； 

政策法规

内控法规：

政策法规库涵盖了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各单位发布的与企业单位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相关的
政策法规，包括政策法规名称、政策法规发文字号、效力分类、颁布日期、实施日期等，以供客户进行
相关查阅，从而为客户参考借鉴以及进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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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份搜索数据时需注意，如果是搜索单个年份的数据，只需双击该年份即可 

 

如需搜索多个连续年份的数据，需点击起始年份后滑动鼠标，在所有所选年份的方格都显示为蓝色后单

击末年年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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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数据导出 
数据下载以内部控制指数库为例。 

第一步：搜索所需要的数据，如行业、年份、辖区和上市公司等； 

 

 

第二步：选择数据后，点击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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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我的下载”，查看导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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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下载”图标，报存到本地，数据下载完成。 

 

2.8.3 帮助 
在帮助栏中，可查看每个子库的字段含义和本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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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售后服务及增值服务 
 

服务项目 内容 

售

后

服

务 

数据更新 
能够快速响应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业内变化，及时更新行业内的信息；采用最

快捷的在线更新方式；在线服务对用户需求快速地响应。 

服务、培训 

 为正式客户配备专属客户经理，在产品首页设有客户经理的电子名片。按

照服务进行人员考核，从体制上保证服务质量； 

 按需提供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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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Development 

  创新 Innovation 

  品牌 Brand 

 

 

 
 

 

 

 

 

 

 

 

 

 

 

迪博数据资讯 

  
联系方式：027-87497827 
邮箱：dataservice@dibcn.com 

网站：www.dibdata.cn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国际广场 A 座 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