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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委党校 2018 年度党校系统“一条线”
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七条规定，勐腊县

审计局自 2019 年 11月至 12 月，对勐腊县委党校 2018 年度

党校系统“一条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中国共产党勐腊县委员会党校属一级预算单位，单位性

质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单位行政管理人员编制 10

名，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法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编制 13 名，

车辆编制 1 辆。2018 年末实有在职在编参公管理事业人员 8

人，专业技术人员 13 人，退休 2 人，实有车辆 1 辆。

2018 年部门实际收入 540.57 万元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527.70 万元，其他收入 12.87 万元。部门实际支出

561.81 万元，事业性基金弥补差额 25.91 万元，年末结转结

余 4.67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勐腊县委党校会计核算基本遵守有关财

经法规，提供的会计资料及电子数据及其他证明资料基本真

实地反映了勐腊县委党校 2018 年的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财务收支情况，但审计发现勐腊县委党校存在未按规定报销

“三公”经费，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三公”经费列支不准确

（二）资产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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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资产不及时入账。

2.未按时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

3.部分无形资产(土地)未入账。

（三）内部控制方面

采购与付款过程存在不相容岗位未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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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公”经费列支不准确问题，要求严格

按开支范围和标准，加强经济分类核算；对固定资产不及时

入账的问题，要求对现有已完工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并登

记入账；对未按时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问题，责成按合同约

定，及时收回占用费；对部分物资采购置不相容岗位未分离

问题，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实行不相容岗位相分离

制度，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针对存在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区分“三公”

经费等开支范围和标准；二是加强固定资产核算与管理，三

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单位内控制度管理水平。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委党校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

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发现问题已基本进行整改。一

是严格按开支范围和标准，加强经济分类核算；二是加强固

定资产管理，对实物资产进行定期清查，做到账实相符；三

是对固定资产占用费未及时收问题，及时催收，已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收回党校学员楼承包费 16 万元，并上缴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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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已明确相关采购人和会计核算人，并健全采购业务制

度，明确职责权限，确保不相容岗位相分离，做到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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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勐伴镇扶贫开发整乡推进项目资金
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九条及县政府的批

示，勐腊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于 2019 年 6 月 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6 日，对勐腊县勐伴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的“勐腊县勐

伴镇扶贫开发整乡推进项目”进行专项资金审计。

一、基本情况

勐腊县勐伴镇扶贫开发整乡推进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勐

腊县勐伴镇各个村委会、村小组，项目涉及特色产业、基础

设施、人居环境、素质能力、服务体系、生态建设、基层党

组织建设 7 个方面。共投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合计

2 000万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29 日，共到位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 000万元。

项目合计完成投资 16 891 012.29 元，其中产业扶持完成

投资 4 781 856.2 元，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11 299 156.09 元，

人居环境完成投资 780 000 元，技能培训 30 000 元。

截至 2019 年 11月 7 日，该项目合计已支付金额

15 683 751.20 元，未支付 1 207 261.09 元，其中：特色产业

项目已支付金额 4 764 706.20 元，未支付 17 150 元；基础设

施项目已支付 10 109 045 元，未支付 1 190 111.09 元；人居

环境项目已支付 780 000 元，已支付完；素质能力项目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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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30 000 元，已支付完。

二、审计发现的问题处理情况

多计工程款 235 928.07 元

勐腊县勐伴镇扶贫开发整乡推进项目基础设施部分送

审价合计 11 535 084.16 元。经审核，共审减了 235 928.07 元，

所以审定结算价合计 11 299 156.09 元

处理情况：责成勐腊县财政局对多计工程价款

235 928.07 元的问题依法进行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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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计建议

（一）在今后不同的项目组织中，应提前进行规划，做

好施工组织设计，避免造成反复投资、形成浪费。

（二）加强项目资料分类管理，做好资料归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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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改情况

审计提出的建议已被审计单位采纳，对多计工程价款问

题，勐腊县勐伴镇人民政府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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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

决算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规定及勐腊县人民

政府的批示，勐腊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勐腊县粮油储备加

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决算进行了审计。

一、项目审计基本情况

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根据《勐腊县人

民政府关于同意新建县级储备粮仓库的批复》（腊政复

〔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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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发工〔2015〕219 号）、《勐腊县发展改革和工业

信息化局关于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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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发工〔2016〕58 号）和《勐腊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

建设任务的通知》（腊政办函〔2017〕169 号）建设。项目

名称：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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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楼、卸粮大棚、电

子地磅、消毒池、停车场、绿化区等）。项目占地面积 14.95

亩，总建筑面积 7111.46 平方米，设计总库容 11393 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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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模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3889.18 万元。资金来源：

中央补助资金 162 万元，县级财政补助资金 711.99 万元，县

级财政负责筹集资金 415.19 万元，融资 2600 万元。

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于2017年3月4

日开工，于2018年9月19日竣工验收。

截至目前为止，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

共 完 成 投 资 30 374 567.04 元 ， 其 中 ： 1.建 安 工 程 费

17 598 117.64 元；2.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 734 536元；3.待摊

费 3 709 314.08元；4.其他待摊费即土地购置费 6 332 599.32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勐腊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属勐

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已支付资金 31 060 474 元，其中：1.土

地购置费 6 332 599.32 元，2.工程直接费 16 208 700 元；3.

设备采购安装费 1 430 381.60 元；4.待摊费 3 931 974.08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的建设，可方便粮农粮食产后服务，

节省农户粮食烘干时间，降低粮食加工成本；能够促进粮食

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增强政府

宏观调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粮食安

全。建设项目在资金的使用管理上，能按有关规定进行专款

专用。在建设管理中，基本执行了项目审批制、法人制、工

程监理制、招投标制等建设管理制度。但也存在多计工程款、

应招标未招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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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多计工程款 1 238 339.54 元。

勐腊县粮油储备加工贸易中心建设项目送审结算总额

为 18 836 457.18 元。经审核，审减了 1 238 339.54 元，所以

审定结算价为 17 598 117.64元。

（二）应招标未招标。

1.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与云南建昌城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31日分别签订了《委托书》和《项目管

理咨询服务合同书》、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签订了《项目管

理咨询服务合同书补充协议》，委托其负责项目建设全程管

理咨询服务事宜，合同价为 800 000 元。该项目管理咨询服

务未进行招投标。

2.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与国粮武

汉科学研究计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专业

建设工程）》，委托其负责仓库、加工车间、综合楼、药品库、

消防泵房及发电机房、地磅房、消防水池等工程设计，合同

价为 756 800 元。该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未进行招投标。

（三）重复支付前期费 344 500 元。

三、审计建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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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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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筹措资金，及时支付工程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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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

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对审计提出的建议已全部采纳。

勐腊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㈠

多计的工程价款 1 238 339.54 元已作核减处理；㈡应招标未

招标处罚 7 784 元的罚款已上缴省级财政；㈢重复支付前期

费 344 500元问题：已上缴省级财政 145 000元，剩余 199 500

元正在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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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级各有关预算单位 2018 年度预算执行
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

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勐腊县审计局

于 2019 年 7 月至 2019年 12 月，对各县级预算单位 2019 年

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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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审计调查采取“统一审计方案，内部自审，统一数据

采集、集中分析，分散核查”的方式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内

部自审阶段，由各预算单位根据审计内容组织开展自查工

作，形成自查报告并向审计组提交自查报告；二是数据筛查

阶段，全州组织构建数据分析团队采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

理系统、财政一体化大平台以及国库预算执行的后台数据集

中处理转换，通过与各单位决算报表中的津贴补贴发放情

况、食堂补助进行集中分析，发现疑点数据，核实疑点数据；

三是分散核查阶段，组织审计人员对部分预算单位的重要疑

点进行实地抽查。此次审计数据分析数据团队筛查出疑点数

据 7951 条涉及 126 个预算单位并发放到各预算单位进行核

实，全县县级各预算单位提交自查报告 173份。审计组实地

抽查了 22 个预算单位。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2018 年度本级大部分一级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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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加强对津贴补贴发放、食堂补助、住房补贴的管理，严

格控制费用开支，审计未发现严重违纪违规问题。但是存在

有预算单位自行发放其他收入的情况。军转干部住房补贴出

现重复发放的情况。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津补贴发放情况（使用少年宫运转经费发放校内

教师误餐费及课时费、违规领取授课费、发放家属陪护费等

合计 67690 元）。

（二）军队转业干部重复领取住房补贴 6 645 元。

（三）坐支非税收入 12000。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出具了审计报告，对津补贴发

放情况中的课时费、授课费问题要求清退。对军队转业干部

重复领取住房补贴问题要求清退并上缴财政。对坐支问题要

求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严格执行财务相关制度，杜绝坐支发

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各预算单位

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工资津补贴政策和奖金政策，规范津贴

补贴发放。二、各预算单位要加强内部管理，认真学习各项

财经纪律，规范经费管理和会计基础核算工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各单位积极进行了整改，已

将课时费、授课进行清退。重复领取的住房补贴已全部清退

并上缴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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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级一级预算单位 2019 年度预算执行及
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勐腊县审计局

于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8 月，对各县级预算单位 2018 年

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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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审计调查采取采集数据、集中分析、分散核查的

方式。对采集的 66 家财政一体化大平台财务数据、低保发

放数据、边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业务数据进行数据分

析筛查出疑点数据，对疑点数据进行甄别，再对甄别后的疑

点数据进行核查。审计筛查出疑点数据 1180 条。通过派出

审计组进行现场核查与各单位疑点自证自查的形式对疑点

数据进行了核查。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各县级预算单位基本能遵守预算法

以及政府会计制度准则等相关财务制度。但部分单位也存在

部分单位非税收入上缴不及时、项目资金结转两年以上未使

用、往来款长期挂账未清理等情况。低保、边民补贴、残疾

人两项补贴等民生资金发放存在不符合享受条件人员享受

保障，应享受未享受保障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向死亡人员和不符合领取低保人员发放低保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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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金合计 80 866 元。

（二）向死亡人员及不符合领取边境居民补助人员发放

边境补助金合计 21 000 元。

（三）向死亡人员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合计

1 840元。

（四）对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落实不到位。

（五）经抽查发现各预算单位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

8 626 994.69 元。

（六）经抽查发现结余资金及结转两年以上未使用资金

1 368 137 元未缴财政。

（七）经抽查发现往来款长期挂账 19 579 192.37 元，未

及时清理。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已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

了审计决定书。对向死亡人员或不符合人员发放低保金、特

困金、边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问题，责令严格按照有

关政策规定清退收回违规发放的低保金、特困金、边民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收缴省级国库。对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落实不到位，责

成县民政局加大残疾人“两项”补贴保障政策宣传力度，协助

残疾人便捷办理有关手续；加强与县残疾人联合会的部门协

作，动态管理符合保障条件的残疾人信息，确保政策落实到

位。对各预算单位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问题要求及时加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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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入管理，严格执行财务相关制度，责成追缴欠款。对结

余资金及结转两年以上未使用资金，及时将本单位结余资金

及结转两年未使用项目资金上缴财政统筹安排，对往来款长

期挂账等问题，要求及时清理往来款项。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 建议民政局

加强低保、特困、边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民生资金保

障对象的动态管理工作，及时掌握保障对象的信息变化，与

相关部门建立有效的数据共享及协查机制。二建议各单位对

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结余两年以上未使用资金、往来款长

期挂账等情况进行及时整改清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一、对向死亡人员或不符合

人员发放低保金、特困金、边民补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问

题，县民政局已经清退收回并上缴省财政；对残疾人两项补

贴政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落实

不到位，已完成整改。二、非税收入已上缴 348.31 万元。三、

结余资金及结转两年以上未使用资金已上缴财政 104.08 万

元。四、往来款长期挂账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或核

销 1 257.34 万元。其他相关问题正在持续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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