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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憨中汇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方舱隔离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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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审计组对勐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实施的“磨憨中汇国

际商贸物流中心方舱隔离点建设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磨憨中汇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方舱隔离点建设项目位于勐腊

县磨憨口岸中汇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内，室内采用帐篷布置。一期

项目将 6 栋号作为样板房，可设置帐篷 172个，布置床位 688 个。

一期项目建设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开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7

日完工，计划工期 12 天，实际工期 12天。勐腊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组织勐腊县工程质量监督站、勐腊县恒

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正乔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云南汉

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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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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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阻击战。该项目在勐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组织实施下，完

成了工程的建设，并执行了工程监理制度、合同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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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57.01元。

由于送审结算价款中存在个别项目工程量多计、重计、送审

价格过高，造成施工单位多计工程价款110 25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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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勐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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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认真整

改。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勐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减了多

计的工程价款，并按相关规定支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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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伴镇勐伴村委会盐井小组搬迁建设项目专项
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及县政府的批

示，勐腊县审计局派出审计组于 2020 年 10 月 19日至 2021 年 2

月 4 日，对勐腊县勐伴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的“勐伴镇勐伴村委

会盐井小组搬迁建设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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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勐伴镇勐伴村委会盐井小组搬迁建设项目位于位于勐伴镇

天源加油站后方，用地面积约 35 亩，本次调查的项目主要为盐

井村小组新址基础设施，项目含村内 C25 混凝土道路 7 398㎡、

进村 C30 混凝土道路 1 661㎡，土方工程 46 856m³，挡土墙工程

量 17 578m³以及交通标志 6 块、截水沟工程 142m³；雨水沟渠

2 090m，给水工程含铸铁管 3 200m，塑料管 295m，钢丝骨架塑

料管 1 550m；太阳能照明灯 125 套等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计划总投资 2 636.46 万元，实际共完成投资 2 289.74 万

元，其中完成建安投资 2 149.66 万元，待摊投资 140.07 万元。

二、审计发现的问题处理情况

多计工程款 1 062 763.43 元

勐伴镇勐伴村委会盐井小组搬迁建设项目送审结算价为

22 559 394.16 元。经审核，共审减了 1 062 763.43 元，所以审定



—4—

结算价合计 21 496 630.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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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被审单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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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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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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度预算执行“一条线”审计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相关规定及省厅关于《2020

年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全覆盖审计工作方案》的要求，勐腊县审计

局派出审计组对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

了审计，并审计延伸抽查了 2 个下属事业单位。

一、基本情况

（一）组织机构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于 2019 年 3 月由县农业和科技局、县农

委办、县生物产业办 3 个单位组建，下属 14个事业单位，内设

10 个机构，核定编制人数 28 人，核定车辆编制 2 辆，2019 年末

实有人数 35 人（含公益岗及政府购买 7 人），实有车辆 3 辆（1

辆未划拨）。

（二）部门业务管理情况

未建立项目库管理，产业扶贫项目由勐腊县脱贫攻坚项目库

管理，本级安排的项目在年初预算中申报，项目申报共审核通过

12 个项目（本级预算 5 个项目、下属事业单位预算 7 个项目）。

（三）部门预决算情况。

2019 年度勐腊县财政局下达勐腊县农业农村局预算总额为

5 295.67 万元，其中：年初批复预算 886.98 万元，追加调整预算

4 408.69 万元。决算报表反映，2019 年勐腊县农业农村局部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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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5 295.67 万元，总支出 3 447.13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26.50

万元，当年无结余分配，年末结转和结余 1 875.04 万元。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未制定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制度，绩效的考

核和评价参照《勐腊县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实施。

制定了《2019 年度部门项目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单位自评分数为 93.5 分，评价结果

为优，项目整体情况良好，基本发挥了其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三公”经费 2019年共支出 21.21万元（其

中：公务接待费支出 3.4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7.81

万元），超出预算 9.21 万元，超出了 76.75%（其中，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超出预算 12.81 万元，超出 256.20%）。

2019 年“三公”经费比 2018 年增加 8.87 万元，增长 71.89%。

其中：公务接待费比 2018 年减少 0.37 万元，下降 9.78%；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比 2018 年增加 9.24万元，增长 107.81%。

（六）培训费和会议费支出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共支出培训费 21.53 万元、会议费

4.42 万元。相比 2018 年培训费减少 1.51 万元，下降 6.57%；会

议费增加 4.42 万元，增长 100%。

（七）非税收入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年产生非税收入 22.68 万元，其中：



—7—

房租收入 17.76万元、罚款收入 4.88万元、利息收入 0.04万元；

已于 2019 年全额上缴国库。

（八）部门存量资金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 年以上的存量资金

63.9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结转的存量资金 15.34 万元；其他

应付款的存量资金 48.61 万元。

（九）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采购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年初固定资产 255.93 万元，当年通

过政府划拨固定资产 15.08 万元（累计折旧 6.31万元，划拨资产

净值 8.77万元），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271.00万元（累计折旧 197.30

万元，净值 73.70 万元），无形资产（土地）2 元。

2019 年政府集中采购并进行公开招项目 2 个，其中 1 个工

程类项目、1 个服务类项目。项目未通过政府采购管理系统，但

通过了行政审批局批复同意，以及勐腊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

列入勐腊县脱贫攻坚项目。

（十）厉行节约压减一般性支出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 年未做一般性支出压减，但根据县

级财政要求于 2019 年 11 月、12 月进行额度收回，勐腊县财政

局 2019 年共收回勐腊县农业农村局额度资金 997.25 万元。

（十一）行业扶贫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8 年 6 月成立勐腊县农业产业扶贫领

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工作职责是涉及产业扶贫的各项工作；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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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挂包帮”各项工作的协调、任务分解等。2019 年的产业项

目经专家评审通过 55 个，其中已实施项目 39 个。

（十二）扫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8 年成立了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

向 10 个重点农村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了整治专项行动，查处经营

假冒伪劣农药案件 2 起，种子案件 2 件，非法渔业捕捞 4 起，非

法运输生猪案件 2 起，向县扫黑办移交线索 1 起。2019 年收到

扫黑除恶工作经费 3 万元，支出经费 3 万元。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及政府会计制度准则

等相关法律制度，2019年度的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基本真实，固定资产也按政府采购规定进行购置，会计数据基本

真实，未发现重大违规违纪行为。但仍存在预决算编制不够准确、

完整；新旧会计制度衔接不准确；会计核算不够规范、财务会计

与预算会计核算不一致；存量资金长期滞留未及时上缴；往来账

长期挂账不清理等情况。

三、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以前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情况。

根据腊审委办报〔2020〕1 号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截至 2020

年 4 月 15日，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尚未完全整改。

（二）截至 2019 年末，勐腊县农业农村局超过 2 年以上的



—9—

存量资金 639 468.81 元（包含以前年度未整改“……3.项目资金

闲置，金额 352 195.72 元”）应缴未缴财政。

（三）预算编制及批复方面存在的问题。

年初部门预算与决算差异较大。年初部门预算批复

8 869 790.04 元，年末决算数 52 956 715.16 元，超年初预算

44 086 925.12 元，超出 497.05%。

（四）“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存在的问题。

1.“三公”经费决算数与实际支出不相符，决算报表公务接待

费多记 36 701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少记 3 200 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超年初预算 128 048.52 元，超出

256.10%；且较往年不减反增 92 369.87 元，增加 107.81%。

3.未能正确区分和真实反映公务接待费和会议费，2019 年虚

增公务接待费 43 568 元，并虚减会议费 44 246 元。

（五）2019 年决算报表中的年初结余和本年支出未能真实

反映，年初结余和本年支出均少记 27 194.91 元。

（六）勐腊县农业农村局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准则时，新旧会

计账套衔接不准确。

（七）其他支出审计发现的问题。

勐腊县农业农村局 2019年共支付地方节日赞助费 3 500元，

其中：支付嘎汤帕节赞助费 500 元；支付泼水节赞助费 2500 元；

支“柚子节”赞助费 500 元。

（八）抽查下属事业单位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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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审计抽查日，勐腊县人民政府蔗糖办公室超过 2 年以

上的存量资金 79 597.37 元（2017 年甘蔗奖励金）应缴未缴财政。

2.勐腊县人民政府蔗糖办公室超过十年以上的往来账长期

挂账未清理。

审计处理情况：

针对问题 1，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加快整改。

针对问题 2，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引起重视，确查核实，

积极收回借款或销账，对无法收回的借款按财政规定的相关手续

进行处理；存量资金及时回笼上缴财政。

针对问题 3，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

完善年初预算，准确编报本部门预算。

针对问题 4，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经

费，有效降低行政成本，认真甄别区分公务接待费、培训费、会

议费，准确的判断支出分类并真实反映“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针对问题 5，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调整相关账务和决算报

表，确保决算报表真实、准确。

针对问题 6，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将 2019年初余额与 2018

年末余额调整一致，并按政府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录入期初余额

和账务处理固定资产的入账、计提折旧。

针对问题 7，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加强预算和支出管理，

今后杜绝报销此类费用。

针对问题 8，责成勐腊县农业农村局上缴财政 79 597.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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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往来款项及时进行清理、结算，对长期借款按财政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并进行调账处理。

四、审计建议

（一）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进一步完善部

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编制的计划性和完整性，规范预

算执行，硬化预算约束力，准确编报部门预算。

（二）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的开支，认真甄别公务

接待费与会议费、培训费等，有效降低行政成本，使“三公”经费

及会议费实现零增长。

（三）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政府会计制度，

加强会计核算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及时清理存量资金和往来账挂

账，规范管理预算资金及其他财政资金，确保各项财政资金按照

规定的范围和用途使用。

五、整改情况

对审计提出的建议被审计单位已全部采纳，对审计发现的问

题勐腊县农业农村局已在积极整改，其中问题 1 和问题 2 尚未整

改到位，存在资金未收回不足上缴的情况，勐腊县农业农村局针

对问题 2已上缴财政 3.97万元，剩余 59.98万元制定了整改方案，

计划分期 5 年用非税收入弥补后再上缴（包含问题 1 中的以前年

度审计尚未整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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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易武镇曼乃村马叭小组精准脱贫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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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县政府的批示，勐腊县审计局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对易武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的“易

武镇曼乃村马叭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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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勐腊县易武镇曼乃村委会马叭村小组，建设内容

主要包含：①土方工程、②毛石挡墙、③混凝土排水沟、④混凝

土道路；⑤自来水工程、⑥公厕 1 座、⑧文化活动场所。项目计

划总投资 982.41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7 月底，项目到位

资金 838.11 万元。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村内混凝土道路面层未达到设计要求

经对易武镇曼乃村委会马叭村小组精准脱贫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村内混凝土道路”工程现场钻芯取样并进行“混凝土劈裂抗拉

强度”检测。发现每组道路面层混凝土抗弯拉强度均未达到

3.5MPa 的该项目的设计标准（即抗压强度 C25）。

（二）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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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计算错误、部分项目取费不合理，多计工程价款

225.54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勐腊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对村内混凝土道路面层未达到设计要求的问

题，责成易武镇人民政府进行整改；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责成

易武镇人民政府进行改正，未支付的多计款项不得再支付，并进

行账务调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是加强项目现场的管理、

加强对监理的管理，建章立制，严格控制项目建设；二是加强前

期工作管理，工程量清单编制时应多与编制方、设计方沟通，尽

量减少施工过程变更的发生；三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财务制度

及相关规定支付工程款。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易武镇人民政府已落实整改，对村内

混凝土道路面层未达到设计要求的问题，已对现成混凝土面层上

加铺一层 4.0cm 厚 AC-16 沥青面层进行补强处理，并聘请湖南

金君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整改部位进行检测，该公司于2020

年 6月 6日出具整改结果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满足规范要求”；

针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易武镇人民政府已调整工程结算，并

完成账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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