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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中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竣工决算
审计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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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审计组对勐腊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实施的“勐腊县中医院业务

综合楼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决算审计。

一、基本情况

勐腊县卫生健康局 2011 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是根据勐

腊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文件《勐腊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

化局关于勐腊县卫生健康局 2011 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的批

复》（腊发工〔2011〕96 号）立项建设。项目名称：勐腊县卫生

健康局 2011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勐腊镇辖区

内；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建公共租赁住房 62 套，总建设面积 4216

平方米。其中：镇政府旁 12 套，单套建筑面积 68 平方米，建设

面积 816 平方米，曼龙代小学 50 套，单套建筑面积 68平方米，

建设面积3400平方米。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632.4

万元，建设资金除国家、省补助外，其余自筹。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在勐腊县卫生健康局的组织实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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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勐腊医院的医疗环境、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对发展中医、中



—2—

药、傣医医疗具有重要意义。但审计也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

在多计工程款、超批复规模增加建筑面积、重复签证、多支付中

介服务费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款3 045 741.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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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45 741.05元。

（二）项目超批复建设规模增加建筑面积 466.06 平方米。

（三）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土方工程

清运土方量重复签证 6382m³，涉及工程造价 189 114.73 元。

（四）多支付中介服务费 125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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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勐腊县卫生健康局进行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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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超批复建设规模增

加建筑面积问题，要求勐腊县卫生健康局依法整改，对该项目超

批复建设规模情况报主管部门，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对建设单

位现场代表、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土方工程清运土方量重复签

证的问题，要求勐腊县卫生健康局加强对建设方管理人员、监理

单位的管理，加强对各工序过程的监督，在工程计量的过程中认

真履职、严格审核；对项目多支付中介服务费的问题，要求勐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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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生健康局依法整改，收回多支付中介服务费，并调整相关会

计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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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卫生健康局进行了认真整改。对

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核减了多计的工程价款；对项目超批复建

设规模增加建筑面积问题，在今后的建设项目中加强管理，杜绝

此类问题的发生；对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

土方工程清运土方量重复签证的问题，加强对各工序过程的监督

在工程计量过程中认真履职、严格审核；对项目多支付中介服务

费的问题，多支付中介服务费 125 140 元均已追回转入勐腊县中

傣医院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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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捧镇曼贺南等 2个村
土地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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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审计组对勐腊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勐捧镇曼贺南等 2 个村土地整治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捧镇曼贺南等 2 个村土地整治项目是

根据《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关于西双版纳州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勐捧镇曼贺南等 2 个村土地整治项目立项的批复》（西国土资复

〔2018〕3 号）批准实施。项目建设规模 610.9872 公顷，项目实

施后预计新增耕地 10.8127 公顷，预计新增耕地率达到 1.77%。

项目预算总投资 1399.49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1184.53 万元；

其他费用 174.2 万元（前期工作费 70.26 万元，工程监理费 25.14

万元，竣工验收费 44.03 万元，业主管理费 34.77万元）；不可预

见费 40.76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在勐腊县自然资源局的组织实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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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和抗击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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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能力得到增强，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但

审计也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多计工程款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款178 099.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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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09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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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勐腊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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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自然资源局进行了认真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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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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区瑶族乡整乡推进精准脱贫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勐腊县审计局于 2019

年 11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瑶区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的“瑶区瑶族乡整乡推进精准脱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决算

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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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瑶区瑶族乡整乡推进精准脱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设

在瑶区乡沙仁村委会、纳卓村委会、新山村委会、黄连山村委会

管辖下村小组内，主要为新建村内道路 19.867 公里、村内排水

沟 14.622 公里。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 1 482.40

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 375.28 万元，整合部门

资金 107.1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1月末，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16 797 841.98 元，

项目工程款已支付资金 11 809 495.12 元，其中：沙仁村委会标

段已支付 3 573 702.49 元；纳卓村委会标段已支付 1 127 389.69

元；黄连山村委会标段已支付 3 602 317.21 元；新山村委会标段

已支付 3 506 085.73 元。

审计结果表明，瑶区瑶族乡人民政府在工程推进中基本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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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管理和监督责任，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但审计也发现，项目建

设过程中由于实施主体管理不到位，建设主体监管不力，存在项

目未按图纸施工及虚报工程量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施工方、监理方提供虚假资料，送审混凝土道路多计

综合价 2 232 759.82 元。

（二）项目未按施工图纸施工。

（三）审计实施过程中提供虚假的设计修改通知便函。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勐腊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针对上述项目未按施工图纸施工并多计工程

款问题，已要求瑶区瑶族乡人民政府严格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和

规范对未按图纸施工的道路硬化工程进行整改，并积极向有关部

门汇报，确保项目整改的合法、合规性。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勐腊县人民政府已召开“未按施工图施工问题整

改工作专题会议”商定整改方案，并由瑶区瑶族乡进行整改，目

前项目已整改完。



—8—

勐腊县整合办 2019 年涉农财政资金整合项目
-产业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勐腊县

审计局自 2020 年 3 月至 7 月，对勐腊县整合涉农资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整合办）管理的勐腊县 2019 年涉农

财政资金整合项目-产业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

计。

一、基本情况

本次审计的 2019 年勐腊县涉农财政资金整合项目共 26 个，

项目覆盖勐腊县 10 个乡镇。

2019 年勐腊县安排涉农财政资金整合项目资金 3 697.12 万

元。各乡镇及各个项目实施单位实际到位资金 3 697.12 万元，项

目资金已全额到位。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项目资金已使用

3 342.95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本次审计的 26 个 2019 年勐腊县涉农财政资

金整合项目，各实施单位基本按照资金下拨文件展开工作、支出

资金，项目实施内容与目标总体一致，项目管理制度基本健全，

项目实施程序相对规范，扶贫工作有序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

完工项目提高了农村扶贫对象就业和生产能力，着力提升贫困群

众的自我脱贫和发展能力。但审计也发现项目先建设管理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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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未充分发挥整合资金效益等方面的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磨憨镇山区“小水网”建设项目的问题

部分建设项目未按设计施工，部分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变更未

报批备案；

2.部分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成果不准确。

（二）部分项目未充分发挥整合资金效益

1.经抽查象明乡、磨憨镇产业项目－砂仁种植项目，因受气

候影响，砂仁苗木死亡率均在 40%至 50%，死亡率较高。

2.勐捧镇曼贺南“四位一体”项目办公设备投入运营仅满一年

已报修、无法使用。

3.磨憨村委会 2019 年边疆党建长廊“四位一体”建设项目，因

土地审批尚未下达，项目主要建设工程尚未动工，项目进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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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相关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勐伴镇、磨憨镇、象明乡政府对死亡砂仁苗

进行补种，确保产业扶贫效益；勐捧镇对已坏设备进行维修，确

保设备正常使用；磨憨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指派专人负责，合

理安排项目时间，确保项目主体工程进度；“小水网”建设项目设

计变更，应由建设单位向原审批部门申报批准后实施。

审计建议：

（一）加强工程建设组织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设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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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管理，项目责任单位应有工程管理人员参加，控制设计变

更，完善工程变更手续，保证工程安全和质量；严格审核概算编

制的定额依据，控制工程投资。

（二）推动当地产业多层次发展。2019 年度砂仁种植项目

采购单价差距较大，苗木成活率普遍低，难以发挥扶贫效益。一

是要加强采购环节监督管理，二是加强种植管理和后继服务工

作，确保帮扶产业发挥后继效益，贫困群众受益。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勐伴镇、磨憨镇、象明乡政府对死亡砂仁苗进行了补种，勐

捧镇对已坏设备进行了维修，已能正常使用；磨憨镇加快了项目

实施进度；“小水网”建设项目进行了设计变更，由项目实施单位

向原审批部门补办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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