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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 2020年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专项资金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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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6 月 28 日，对中共勐腊县委组织部负责实施

的“勐腊县 2019 年、2020 年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进行了

审计。

一、基本情况

勐腊县 2019、2020 年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2019 年实施

扶持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7 个，分别为勐仑镇曼边村委会新

建商住综合楼项目、勐仑镇城子村委会新建商住综合楼项目、勐

伴镇勐伴村委会集镇区购买商铺项目、瑶区乡纳卓村委会生态农

产品交易市场项目、关累镇坝荷村委会新建商铺项目、易武镇曼

腊村委会新建茶叶初制所项目、勐捧镇勐润村委会新建商铺项

目；2020 年实施扶持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9 个，分别为：

勐捧镇景坎村、勐仑镇大卡村、勐仑镇勐醒村、勐满镇勐满村、

磨憨镇尚冈村、磨憨镇尚勇村、瑶区乡沙仁村、瑶区乡新山村、

勐伴镇曼燕村等 9 个村委会分别购买商铺项目。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项目归档资料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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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勐满镇、勐捧镇、关累镇、勐伴镇、易武镇、瑶区乡、

磨憨镇、勐仑镇等 8 个乡镇进行抽查，发现各乡镇资料均不同程

度存在资料不全等问题。经询问，由于项目涉及中共勐腊县委组

织部、勐腊县财政局、勐腊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致使资料分散

在以上单位和各乡镇中。对此，建议各乡镇积极与上述单位对接，

查缺补漏，做好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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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归档资料不完整的问题建议中共勐腊县

委组织部督促各个乡镇进行查缺补漏，做好资料归档。针对本次

审计，审计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资产经营管理，充分发挥资产

效益；二加强档案资料的管理，督促各个单位补齐各自所缺资料；

三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财务制度及相关规定支付资金。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中共勐腊县委组织部已落实整改，并

于 2021 年 10月 24 日向勐腊县审计局反馈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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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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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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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至 8 月 17 日，对勐腊县 2020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审计及其它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就

地审计。

一、基本情况

2020年全县共有行政事业单位 258个，其中行政单位 78个，

事业单位 180个。以拨款方式划分共有全额拨款单位 251 个，差

额拨款单位 7 个。2020 年全县共增加 2 个事业单位，分别是：

勐腊县曼腊幼儿园、 勐腊县易武幼儿园；共减少 5 个行政事业

单位，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即州生态环境局勐腊分局；事业单

位 4 个，分别是：勐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勐捧农

场医院、勐腊县勐醒医院、环境监测站。

财政供养系统中共 6 702个编制，其中：行政编制 1 017 个、

政法编制 362 个、事业编制 5 125 个，行政工勤编制 69 个、事

业工勤编制 129 个。

2020 年年末财政供养人员信息表全县共有财政供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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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54 人，其中：在职 6 519 人、离休 15 人、退休 3 320人。2020

年勐腊县共新增 219人，其中：招考录用 208 人、外县调入 7 人、

退伍人员安置 4 人。2020 年全县共减少 215 人，其中：调出勐

腊县 142 人、死亡 66 人、辞职 7 人。增减相抵后(新增 219人与

减少 215 人相比，增加 4 人)，2020 年 9 854 人比 2019 年 9 850

人增加 4 人。

2020 年末设有财政专户 8 个，有财政资金 56 669.39 万元。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3 599 元，上级转移性补助

收入 265 608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3 250万元，调入资金 21 042

万元，动用预算调节基金 2 429 万元，收入总计 335 928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16 12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3 312万元，

上解支出 6 306 万元，支出总计 335 738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

公共预算年终滚存结余 190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30 263 元，上级补助收入 5 979万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 184 000万元，上年结余 200万元，

收入总计 220 442 万元；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 194 416 万元，调

出资金 21 041 万元，上解支出 1 8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 300

万元，支出总计 218 557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年终滚存

结余 1 885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 万元，

收入总计 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1 万元，收支相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滚存结余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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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73 32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7 329万元，上年结余 16 380万元，收入总计 177 032 万元；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107 70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51 635万

元，支出总计 159 343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 309 万元，

滚存结余 17 689 万元。

二、审计评价

审计结果表明，我县能够努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提升财政

管理力，并且在脱贫攻坚及疫情防控工作中能够集中财力办大

事，为推动我县脱贫摘帽、疫情防控工作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审

计结果也表明，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减税降费政策、增

值税上划州级 12.5%等因素叠加影响，勐腊县财政收支矛盾和财

力平衡矛盾异常突出，目前已被省财政厅列为“三保”高风险县。

通过审计发现主要问题：挤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及部门专户资金

较大，短期很难归还；通过平台公司融资举债金额较大，政府债

务风险较大；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存在超财力编制预算的

情况；对国有企业管理不够严格，经常性监督、指导不够；脱贫

攻坚工程资金缺口巨大，县级财力无法承担。预算绩效管理不规

范，不能起到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挤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二）挤占部门专户资金

审计处理情况：责成勐腊县财政局积极出台筹资方案，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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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完善结余资金收回使用机制，加强国有

资产收益管理，进一步化解占用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部门

专户资金。

（三）通过平台公司融资举债金额较大，政府债务风险较大

审计处理情况：勐腊县财政局应妥善处置和化解政府债务存

量，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在重大政府投资项目之前，应按规定

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严禁地方政府以企业债务形式增加政府

债务风险，严禁通过金融机构违规融资或变相举债。

（四）超财力编制预算

审计处理情况：责成勐腊县财政局清理在建工程，不属于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项目，能缓则缓，能停则停。未纳入

预算项目库的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要

求以及共同事权地方应负担部分外，积极清理上级政府及其部门

要求县级配套或以达标评比、考核评价等变相配套的政策，做好

统计上报工作。

（五）年初绩效目标未报县人大

审计处理情况：责成勐腊县财政局在之后的工作中，严格按

照有关工作要求上报。

（六）政府财务报告和资产系统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口径不

一致

审计处理情况：勐腊县财政局应积极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存在

政府财务报告和资产系统口径不一致的情况，做好政府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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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馈工作。

（七）勐腊县文化和旅游局改变经费用途、超范围开支经费

30 万元

审计处理情况：鉴于勐腊县文化和旅游局已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对超范围开支的 30 万元进行了调账处理，且已将整改情况

报送勐腊县财政局和勐腊县审计局，此次审计不做处理。

三、审计建议

（一）积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

加强资金监管，注重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

约、效益优先，努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强资金统筹，全面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争取在有限的财力范围内发挥最大的资

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财源建设，确保财政目标任务完成。认真分析税

收入库增减因素，掌握税源变化情况，加强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

的征管，强化财政收入督查，紧抓进度和责任落实，同时加大稽

查力度，依法打击偷、逃、骗税等违法行为，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三）加大盘活存量力度，继续加大对各部门存量资金清理

力度，收回部门闲置的结转结余资金，用以弥补财政收支不平衡

形成的缺口，安排好结余结转资金的使用，防止资金沉淀，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释放积极财政政策。

（四）优化配置，全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将预算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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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作为主线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将绩效理念和方法

贯穿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等各个环节，加快构建覆盖所

有财政性资金和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切实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

（五）依法理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按照改革工作的开展

要求，以法治建设、依法治县为依托，认真落实《预算法》、健

全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全力推动各项财税体制改革工作任务落

实。同时，持续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控，防范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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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正在整改中：截至 2021年 11月 16日,剩余 0.87亿元未下达，

勐腊县财政局将正视问题，严格预算执行，进一步分析核实挤占

专款的实际情况，将可盘活的财政存量资金按程序给予盘活，将

确需推进的项目逐年纳入预算安排。

（二）挤占部门专户资金

正在整改中：截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已完成整改 1 265 万

元，勐腊县财政局正积极筹措资金，加紧整改。

（三）通过平台公司融资举债金额较大，政府债务风险较大

正在整改中：截至 2021年 11月 11日,已完成整改 0.37亿元，

勐腊县平台公司积极催缴各单位及公司未还借款，消化债务、开

拓市场、做大做强，逐步减轻政府债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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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财力编制预算

基本完成整改：长期坚持，勐腊县财政局在编制预算时将继

续树牢过“紧日子”思想，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着力构建“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

算管理制度，努力建设高质量可持续财政。

（五）年初绩效目标未报县人大

已完成整改：截至 2021 年 11月 10 日，《勐腊县 2021 年重

要绩效目标情况报告》已通过政府常务会审议，已按程序报人大

常委会审查。

（六）政府财务报告和资产系统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口径不

一致

已完成整改：勐腊县财政局已向上级部门反映。

（七）勐腊县文化和旅游局改变经费用途、超范围开支经费

30 万元

审计期间已完成整改，已将整改情况报送勐腊县财政局和勐

腊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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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2020 年度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勐腊县审计局于

2021 年 4 月至 8 月，对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2020 年度预算

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成立于 2006 年 9 月 11日，为县自

然资源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单位性质为财政全额拨款财政补助

事业单位，加挂勐腊县征地拆迁办公室牌子。内设综合办公室（含

财务室）、征地办公室、储备办公室、交易办公室、县征地办（挂

靠储备中心）。核定县土储中心（含勐腊县征地拆迁办公室）事

业编制 18人，政府购买服务岗位 25 人，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实有事业编制 18人，政府购买服务岗位 23 人。

2020 年财政下达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预算总额为

5 201.64 万元，其中：年初批复预算 341.68 万元，调整预算

4 859.96 万元。决算报表反映，2020 年部门总收入 19 714.64 万

元（其中：其他收入 14 513 万元），总支出 15 657.63 万元；年

初结转和结余 52.26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 109.26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在县委县政府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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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度准则等相关法律制度，2020年度的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

支情况基本真实，未发现重大违规违纪行为。但也存在对项目的

管理未实行有效的动态监管、缺乏必要的内控和监督，各股室间

未建立联动协作机制，项目进度未能及时反馈到财务室，导致项

目往来款长期挂账不清理的问题；同时存在账务处理不规范，欠

款借款情况不清晰；存量资金长期滞留未上缴；项目征地档案资

料未及时装档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清理157 795 876.78 元。

（二）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 2 年以上的存量资金

295 722.20 元应缴未缴国库。

（三）征地项目档案未及时装档、归档项目资料存在缺项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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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往来款项长期

挂账未清理的问题，责成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对往来款挂账

项目进行全面清理，严格控制往来款项规模，掌握征地项目具体

进度情况，对已完成征地的项目进行结算清理，做交付明细项目

支出。向财政核拨成本归还借款并清算项目。项目存在结余资金

的根据情况退还企业或上缴财政。向借出资金单位催收借款。避

免往来款项长期挂账。对征地资金的使用及项目进度情况形成定

期检查和核对清理的管理模式。对 2 年以上的存量资金应缴未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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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问题，责成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将存量资金及时上缴国

库。对征地项目档案未及时装档、归档项目资料存在缺项情况，

责成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加强项目资料档案管理，对征地收

储档案管理、档案移交形成有效制度。规范和完善征收补偿项目

档案资料收集，按照征收土地的工作要求步骤对项目土地征收全

过程产生的原始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并归档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健全完善单位内

控管理制度，根据单位自身实际制定项目相关管理制度和内控流

程，实行有效的动态监管，建立各股室间联动协作机制，理清项

目与地块号之间的关联性，以便于对项目整体实施情况、项目档

案情况进行对应管理。对周期比较长的项目在资金收支管理、项

目进度管理、项目资料收集等方面形成必要的控制和监督。同时

需进一步探索完善土地出让成本核算方法。二、对往来款挂账涉

及的历年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将征地项目进度及时反馈到财务

室，对已完成项目的往来款及时做清理。并对征地执行情况、征

地资金兑补情况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定期核对检查。三、加强对

借款的管理，对借入借出资金进行全面整理，与各往来单位核对

账务，理清欠款金额，催收借出资金，对已结束的项目及时向财

政核拨成本偿还借款、对账务处理错误的进行调账处理。四、加

强档案资料管理，完善征地项目档案管理制度。按照征收土地的

工作要求步骤对项目土地征收全过程原始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并

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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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一、对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未清理

的问题，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已清理结转金额 99 793 679.60

元。二、征地项目档案未及时装档、归档项目资料存在缺项情况

的问题勐腊县土地矿产储备中心组织人员正在进行整理征地档

案，查缺补漏。其他相关问题正在持续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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