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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本级财政 2019 年度决算草案编制
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审计机关对

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

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的规定。勐腊

县审计局于 2020 年 3月至 4月对对勐腊县财政局 2019 年度

勐腊县本级决算草案编制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就地审

计。

一、基本情况

（一）财政决算草案审计情况

根据勐腊县财政局提供的勐腊县本级 2019 年度决算草

案报表反映，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2 971 万元，

上级转移性补助收入 274 86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

收入 9 600万元，调入资金 37 99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2 820 万元，收入总计 368 25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支出 351 02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9 600 万

元，上解支出 5 202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 2 429

万元，支出总计 368 251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平

衡。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0 51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 864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30 000 万元，上年

结余 287万元，收入总计 92 662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

59 351 万元（含新增专项债券 30 000 万元），调出资金 37 751

万元，上解支出-4 640 万元，收支相抵，基金预算结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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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4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出资金 244 万元，收支相抵，预算平衡。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本级收入 97 47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6 151 万元，上年

结余 15 184 万元，收入总计 188 80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本年支出 95 526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6 902 万元，支出

总计 172 42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 196 万元，滚存

结余 16 380 万元。

（二）“三保”资金审计情况

勐腊县收到 2019 年“三保”资金共计 35 425 万元（不含

边境转移支付资金 24 566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7 387万

元），此部分资金已纳入县级财力，年初预算中已做安排，

县级收到上级指标后不再进行分配，因此没有在财政一体化

系统中录入指标。

勐腊县收到 2020 年“三保”资金共计 33 900 万元（不含

边境转移支付资金 23 842 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8 330

万元），此部分资金已纳入县级财力，年初预算中已做安排，

县级收到上级指标后不再进行分配，因此没有在财政一体化

系统中录入指标。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勐腊县财政局对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编

制和汇总基本符合新预算法和总预算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决算草案编制基本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级年度预算执行情

况，勐腊县本级决算草案报表反映收入数与总预算会计账、

金库报表一致。但在决算草案编制的调整事项的合规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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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及在履行财政监管职责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决算草案报表编制总体情况存在的问题

1.调整事项合规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的决算数据与年初预算数据

差异较大：

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0 511 万元，比年初

预算 100 000 万元减少 39 489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60.5%；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59 351 万元，比年初预算 27 000

万元增加 32 351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219.8%，主要原因是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性基金收入难以完成年初任务目

标；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44 万元，比年初预算 0

万元增加 24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44 万元，

比年初预算 0 万元增加 244 万元，主要原因是勐腊县人民政

府及其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业的企业无上缴的国有资本

收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年初预算为 0。

审计处理情况：责令勐腊县财政局加强预算编报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进一步缩小预算调整的规模，履行预算调整的

报批程序，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出台县级国有资本

收益管理办法。

（二）“三保”资金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

1.“三保”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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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未落实到位 23.332 万元。由于勐腊县教育体育局未及时上

报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县级配套资金预算，导致县级配套缺口 23.332 万元，因此未

及时落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

审计处理情况：鉴于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和学前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23.332 万元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兑付

到位，问题已在审计期间整改，此次审计不做处理。

（三）其它方面存在的问题

1.勐腊县教育体育局未及时发放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户生

活补助 68.26 万元。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户生活补助未落实到位 68.26 万元。

由于勐腊县教育体育局未及时上报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户生

活补助县级配套资金预算，导致县级配套缺口 68.26 万元，

因此未及时落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户生活补助政策。

审计处理情况：鉴于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户生活补助 68.26

万元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兑付到位，问题已在审计期间整

改，此次审计不做处理。

2.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长期挂账 33.61 万元。

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长期挂账 33.61 万元，其中：关累

藤蔑山村委会特种养殖长期挂账 10 万元，巩固和扩大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经费长期挂账 23.61万元（勐腊镇 4.39万

元，象明乡 7.21 万元，勐仑镇 9.01 万元，关累镇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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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已拨付各单位经费，各单位

未及时核账造成。

审计处理情况：责成勐腊县财政局监督勐腊县林业和草

原局及时清理核销相关账务。

四、审计建议

㈠强化财政监督职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㈡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各部门的预算编报指导。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审计提出的建议，勐腊县财政局已全部采纳，审计发现

的问题，涉及勐腊县教育体育局的部分已在审计期间整改，

剩余其他问题，勐腊县财政局正积极按照审计要求全面进行

整改。

（一）决算草案报表编制总体情况存在的问题

调整事项合规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的决算数据与年初预算数

据差异较大：

勐腊县财政局进一步加强预算编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缩小预算调整的规模。

（二）其它方面存在的问题

勐腊县林业和草原局长期挂账 33.61 万元。

勐腊县林业局已核销长期挂账资金 29.22万元，剩余 4.39

万元未核销，将继续督促勐蜡镇核销相关长期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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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 2019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七条“地方各级审

计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

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

关提出审计结果报告。”的规定。勐腊县审计局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21 日，对勐腊县 2019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及其

他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就地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全县共有行政事业单位 261 个，其中行政单位

79 个，事业单位 182 个。从拨款方式分共有全额拨款单位

254个，差额拨款单位 7 个；全县共增加 15 个行政事业单位，

分别是:勐腊县投资促进局、勐腊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

局、勐腊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勐腊县医疗保障局、勐腊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勐腊镇林业服务中心、勐捧镇林业服务中心、

勐满镇林业服务中心、勐仑镇林业服务中心、磨憨镇林业服

务中心、勐伴镇林业服务中心、关累镇林业服务中心、易武

镇林业服务中心、象明乡林业服务中心、瑶区乡林业服务中

心；共减少 6 个行政单位，分别是:农委办、档案局、老干部

局、民族宗教局、驻昆办、关累工委。

财政供养系统中共 6 788 个编制，其中行政编制 923 个、

政法编制 362 个、事业编制 5 310 个，行政工勤编制 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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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工勤编制 117 个。

2019 年年末财政供养人员信息表全县共有财政供养人

员 9 850 人，其中：在职 6 598 人、离休 16 人、退休 3 236

人；新增 183人，其中：招考录用 171人、外县调入 10人、

退伍人员安置 2 人、企业调入 0 人；减少 105 人，其中调出

勐腊县 40 人、死亡 46人、辞职 19 人。

2019 年末设有财政专户 8 个，有财政资金 54 295.60 万

元。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2 971 万元，上级转移

性补助收入 274 86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9 600

万元，调入资金 37 995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 820

万元，收入总计 368 25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51 02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9 600万元，上解支出 5 202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 2 429 万元，支出总计

368 251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政府性基金

预算本级收入 60 51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 864 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30 000 万元，上年结余 287万元，收

入总计 92 662 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 59 351 万元（含

新增专项债券 30 000万元），调出资金 37 751 万元，上解支

出-4 640 万元，收支相抵，基金预算结余 200 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 24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44

万元，收支相抵，预算平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97 47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6 151 万元，上年结余 15 184

万元，收入总计 188 80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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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526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6 902万元，支出总计 172 42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 196 万元，滚存结余 16 380 万

元。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在勐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人大、政协的依法监督下，勐腊县财政局紧紧围绕全年预算

目标，面对国家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对财政收入增

长造成的巨大压力，较好的完成了全年财政工作目标任务，

切实发挥了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为勐

腊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提供了重要

保障。同时审计也发现，财政收回额度和及时拨付资金等方

面存在一些问题。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项目实施过程中，勐腊县财政局收回用款额度导

致项目实施单位欠款，其中：勐满镇人民政府欠款 91 981 元，

磨憨镇人民政府欠款 40 000 元：

审计处理情况：2020 年 9 月 2 日，磨憨镇人民政府已申

请拨付资金，勐腊县财政局收到申请后已及时将指标下达磨

憨镇人民政府，该问题已在审计期间整改，此次审计不做处

理；责令勐腊县财政局与勐满镇人民政府对接，及时安排拨

付相关资金。

（二）县级财政拨付资金进度缓慢，涉及 2019 年上级

转移支付资金 2 444.76 万元：

审计处理情况：责令勐腊县财政局加强项目管理，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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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单位积极对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对于执行中情况

发生变化而无法执行的项目，以及无需再支出的据实结算项

目，及时收回总预算，重新安排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

支持的领域。

四、审计建议

切扎实推进财政预算管理工作，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审计提出的建议，勐腊县财政局已全部采纳，审计发现

的问题，勐腊县财政局正积极按照审计要求全面进行整改：

（一）项目实施过程中，勐腊县财政局收回用款额度导

致项目实施单位欠款，其中：勐满镇人民政府欠款 91 981 元，

磨憨镇人民政府欠款 40 000 元：

2020 年 9 月 2 日，磨憨镇人民政府已申请拨付资金，勐

腊县财政局收到申请后已及时将指标（40000 元）下达磨憨

镇人民政府（已在审计期间整改）；2020 年 11月 3 日勐腊县

财政局从收回的结余资金中安排该项目资金，已拨付到勐满

镇人民政府。

（二）县级财政拨付资金进度缓慢，涉及 2019 年上级

转移支付资金 2 444.76 万元：

截止 11 月 16 日，已整改完成拨付 2267.03 万元，剩

余未拨付 177.73 万元，其中：1.《下达 2019 年城市公交

车成品油价格补助预算》（西财建发〔2019〕278 号），剩余

13.64 万元，经与单位对接，单位实际需求 1.36 万元，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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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分 13.64 万元今年之内不会再申请使用；2.《下达 2019

年司法救助补助经费》（西财行发〔2019〕249 号），剩余 40

万元，按照国家司法救助程序，根据司法救助申请情况安排

资金；3.《下达 2019 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西财农发

〔2018〕226 号），剩余 119.44 万元，因根据预算单位项目

进度继续安排资金；4.《下达 2019 年度农业保险州级财政

保险费补贴资金》（西财金融发〔2019〕29 号），剩余 4.65 万

元，因保险公司尚未申报完该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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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
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的规

定，勐腊县审计局对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勐腊粮储公司于 1999 年 11 月 8 日由勐腊县粮食局出资

组建，公司注册资本 900 万元，公司类型为国有独资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范围：粮食及制品、食油及制品的仓储、收购、

批发、零售加工，粮食及制品、食油及制品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9 年底，勐腊粮食公司资产总额 6 030.55 万元，

负债总额 3 718.78 万元，所有者权益 2 311.77 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61.67%。

1.企业重大经济决策及内控管理情况。

2017 年、2018 年勐腊粮储公司未建立公司内控制度。

2019 年 4 月份初步建立相关内控。勐腊粮储公司内部管理机

构不完善，内控管理较差，粮食收购、轮换合同不规范，签

订合同没有明确违约责任，随意性大，轮换粮食价格管理存

在薄弱环节。

2.企业银行开户及管理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勐腊粮储公司共计开立银行

账户 4 个，其中注销账户 1 个。现有账户银行存款账面数

106.43 万元，经审核，账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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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额资金支出情况。

勐腊粮储公司大额资金支付未通过对公账户，直接转账

到个人账户，经审核，支付个人银行账户采购粮食金额

2 429.43 万元。

4.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对外担保情况。

勐腊粮食收储公司无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对外担保情

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短期借款账面数 861.84 万元，

为向勐腊县农业发展银行借款期限为 1 年期，利息 4.35%，

用于县储备粮收购贷款。

5.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根据勐腊县人民政府腊政复（2015）29 号《勐腊县人民

政府关于同意新建县级储备粮仓库的批复》以及 2015 年 7

月 30日勐腊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腊发工（2015）219

号《勐腊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关于勐腊县粮油储备加

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由勐腊粮食

公司负责实施，具体项目名称：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

心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勐腊县工业园区，建设内容：粮食

仓库、加工及附属工程。占地面积：14.95 亩，建筑面积：

7 111.46 平方米，设计总库容：11 000吨。项目计划总投资：

3 761.78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 780 万元、州县两级财政补

助 780 万元、企业自筹 2 201.78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投资总额 3 194.6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 561.34 万元，无形资产投资 633.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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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粮食储备管理情况。

勐腊县 429.5 万公斤粮食储备任务属勐腊县级储备粮，

粮权属勐腊县人民政府。粮食轮换是经勐腊县发改局、勐腊

县财政局、勐腊县农发行根据粮食储备情况和仓库仓储条件

及粮情分析后进行轮换。

审计结果表明，勐腊粮储公司完成了勐腊县粮食轮换储

备任务，对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审计也发现，勐腊

粮储公司在采购粮食环节未实行公开竞价交易、重大经济决

策、内部控制管理、粮食采购风险控制、粮食轮换总量控制、

大额资金支付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勐腊粮储公司储备粮食采购未实行公开竞价交

易，与个人签订购销合同，以及粮食采购大额资金支出未通

过对公账户转账，而转入私人账户。

1.储备粮食采购未实行公开竞价交易，2018 年至 2019

年共计涉及 719.76 万公斤，涉及金额 18 049 721元。

2. 勐腊粮储公司资金支付审批不严，大额资金支出未通

过对公账户，直接转入私人账户，涉及资金共计 24 294 286

元。

3.与个人签订购销合同，涉及金额 21 627 664.10 元。

2017 年至 2019 年勐腊粮储公司分别与匡代成、李真元、

顾望舒个人签订粮食购销合同，涉及金额分别为：

8 411 039.60 元，2 924 494.50 元，10 292 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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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度储备粮轮换总量超轮换承储总量标

100.47 万公斤。

2017年轮换粮食总量为 229.32万公斤（未包含动态粮），

占总储备量 429.5 万公斤的 53.39%，超标准 100.47 万公斤。

（三）未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公司管理权责不

清。

勐腊粮储公司在重大经济决策、人事任免等方面未严格

执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公司内部管理不完善，内控管理

较差，粮食收购、轮换合同签订不规范，没有明确违约责任，

随意性大，存在轮换粮食价格控制薄弱环节。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审计发现问题，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

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对于储备粮食采购未实行公开竞价

交易的问题，责令勐腊粮储公司在采购和销售（轮换）地方

储备粮严格执行《云南省粮食局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分行关于全省地方

储备粮轮换实行公开竞价交易的通知》规定和交易规则，实

行竞价交易。责成县发改局、县财政局监督指导勐腊粮储公

司做好粮食采购工作；对于与个人签订购销合同，责令勐腊

粮储公司严格执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

于粮食采购大额资金支出未通过对公账户转账，而转入私人

账户的问题，责令勐腊粮储公司严格执行《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完善有有关资料，杜绝此类问题



—15—

不再发生；对于 2017 年度储备粮轮换总量超轮换承储总量

标 100.47 万公斤的问题，责令勐腊粮储公司严格执行《中央

储备粮管理条例》、《云南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云政发

〔2004〕21 号)》规定，责成县发改局、县财政局监督指导

勐腊粮储公司做好粮食轮换工作；对于未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决策程序，公司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责令勐腊粮储公司

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以书面形式记录决策过程。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全

省地方储备粮轮换实行公开竞价交易》管理的规定，防范廉

政风险，确保粮食专项资金安全；二是严格执行《中央储备

粮管理条例》、《云南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原则上每年轮换承储总量的三分之一；三是杜绝大额资金公

对私转账支付，需取得增值税发票对公支付款项，加强税收

风险防范意识；四是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实施，严格执

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做到合法合规。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问题，勐腊粮食收储公司认真进行了整

改。2020 年粮食轮换（销售）已上（平台）昆明国家粮食交

易中心交易成功，粮食采购上平台交易失败后进行询价采

购。针对审计发现问题，勐腊粮食收储公司认真总结了经验

教训，建立健全 5 个规章制度，今后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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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和国务院部署，按

照《云南省审计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勐腊县

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勐腊县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开展

了专项审计，重点审计了 642.67 万元财政资金、274.84 万元

捐赠资金，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

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财政资金方面。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勐腊县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

金合计 642.67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97.95 万元，省级资

金 80.15 万元，州级资金 10 万元，县级资金 354.57 万元。

勐腊县财政局及时将疫情防控资金拨付到了 54 家单位。截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54 家单位实际使用资金 451.03 万元，

其中：设备和防控物资 336.05 万元，其他支出 114.98 万元。

截至 2020 年 3月 31 日，共有 27家单位尚有结余资金 191.64

万元，其中：存在较大结余的单位有勐腊县人民医院结余

94.82万元，勐仑镇卫生院结余资金 14.30 万元，勐腊镇卫生

院结余资金 9.69 万元，勐捧中心卫生院结余资金 13.29万元

等。资金结余主要原因是由于前期市场医疗物资紧缺，各大

药店调运医疗物资困难、购货渠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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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赠款物方面。

1.捐赠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勐腊县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

资金合计 274.84 万元，其中：红会系统、慈善会系统资金转

入 42万元，直接接受捐赠的资金收入 232.84万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捐赠资金支出 259.63 万元，其中：拨付县人

民医院 205.63 万元，用于医疗设备、应急物资采购和疫情防

控应急病房改造，拨付县卫健局 54 万元用于采购防护物资。

2.捐赠物资筹集、分配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全县接受各类捐赠防控物资

336 262 吨、件、箱等，可统计折价 684.60 万元，其中：西

双版纳州指挥部配发 72 414 吨、件、箱，可统计折价 22.95

万元。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全县分配防控物资支出 298 084

吨、件、箱，可统计折价 651.62 万元，其中：西双版纳州指

挥部配发物资分配 47 741 吨、件、箱，可统计折价 5.73 万

元。

审计组根据各有关部门报送的自查情况进行了重点延

伸审计，主要对县指挥中心、县卫生健康局、县红十字会、

勐腊镇政府、勐腊农场管委会、勐仑镇政府等 6 家单位的财

政资金、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审计抽查

捐赠资金 54 万元，抽查捐赠物资 241 913（个、件、套），

抽查财政资金 371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县委

县政府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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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

重要的工作来抓，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勐腊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审计也发现，存在拨付到基

层单位的疫情防控资金使用进度慢的问题。

二、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部分单位疫情防控资金使用进度慢。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共有 27 家基层单位尚有结余

资金 191.64 万元。其中：存在较大结余的单位有勐腊县人民

医院结余 94.82 万元；勐仑卫生院结余资金 14.30 万元；勐

腊镇卫生院结余资金 9.69 万元；勐捧中心卫生院结余资金

13.29万元等。

三、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部分单位疫情防控资金使用进度慢问

题，县财政局、卫生健康局等业务主管部门已加强防控资金

的绩效管理，对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及时责成项目承担单

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截至 2020 年 8 月 25日，27 家基

层单位结余资金 106.43 万元已全部支付。

专项审计已促进勐腊县财政局、勐腊县卫生健康局及时

出台印发了《勐腊县财政局、勐腊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

（腊财联字〔2020〕5 号），进一步规范防控资金的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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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累镇人民政府藤蔑山村委会旧寨村小组
精准脱贫建设项目专项审计调查

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审计机关

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

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的规定和勐腊县人民政府的批示，

勐腊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关累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的“关

累镇人民政府藤蔑山村委会旧寨村小组精准脱贫建设项目”

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关累镇人民政府藤蔑山村委会旧寨村小组精准脱贫建

设项目是根据《勐腊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累镇人民政府藤

蔑山村委会旧寨村小组精准脱贫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腊

政复〔2016〕307 号）批准实施。项目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根据《勐腊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对<关累镇人民

政府关于给予优化调整旧寨精准脱贫部分建设项目的请示>

的批复》（腊扶复〔2017〕38 号）进行调整。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在关累镇人民政府的组织实施

下，完成了工程的建设。项目建设能按基本建设程序执行，

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并执行了工程监理制度、合同制。项

目的建成改善项目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但审计也发现

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多计工程款的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款290 615.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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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送审结算价款中存在个别项目工程量多计、重计，

造成施工单位多计工程价款290 615.74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

题，要求关累镇人民政府进行整改，对已经支付的多计款项

应予收回，尚未支付的多计款项不得再支付。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按照国

家有关的财务制度，认真做好该工程的财务决算工作，并按

相关规定支付工程款。根据基本建设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做

好固定资产的结转和移交工作；二是建议加强工程档案管理

工作，抓紧汇集工程建设各项资料，将工程档案、资料、文

件收集整理齐全，补齐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立卷归档保存。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关累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认真整改。

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核减了多计的工程价款，并按相关

规定支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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