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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山县 2020 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1 年 9 月在鲁山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 38 次会议上

鲁山县审计局局长 马文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度县

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系列重

要讲话和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

要求，按照省审计厅省市县一级预算单位全覆盖同步审计工作

要求，对 74 个一级预算单位及 135 个二机机构相继开展了

2020 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 6 个单位 2020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抗疫特

别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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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专项审计、人防工程建设政策跟踪审计、省市政府重点

工作跟踪审计及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等二十余个审计项目。

审计结果表明：2020 年,全县各部门能够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县经

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县经济呈现

持续恢复向好态势。

但在审计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需要及时纠正和改进。

现就审计结果报告如下：

一、2020 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的基本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74210 万元，实际完成

77032 万元，为预算的 103.8%，增长 12.1%。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年初预算为 425698 万元，实际完成 423197 万元，为预算的

99.4%，增长 1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158180 万元，实际完成

142288 万元，为预算的 90%，增长 89.5%。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算为 179849 万元，实际完成 179393 万元，为预算的 99.7%，

增长 57.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300 万元，实际完成

300 万元，为预算的 10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为 368

万元，实际完成 368 万元，为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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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24789 万元，实际完成

25219 万元，为预算的 101.7%，增长 12.2%；支出年初预算为

17430 万元，实际完成 18282 万元，为预算的 104.9%，增长

14.1%。

二、县本级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通过省审计厅统一组织的省市县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全覆

盖审计，采取数据分析核查和现场审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

拓展了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科学，精准度有待提高。

1.年初预算安排不够科学精准，造成预算项目资金

连年结余。

预算安排涉及 28 个单位共计 43 个项目，在 2019 年有结

余的情况下2020年仍安排预算资金23112.41万元，截至2020

年底，43 个项目累计结转资金 17833.59 万元。

2.预算编制经济分类未细化到款，造成实际支出中经济

分类其他科目占比较高。

全县有县盐业管理局、县环保局等 180 个单位（含二级预

算单位）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商品和服务支出总金额比例超

50%。

（二）预算资金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

1.年初预算安排项目执行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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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 21 个单位 2020 年度年初预算安排的 30 个项目资金

共计 14739.34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30 个项目共支出

1410.74 万元，仅占下达预算资金的 9.57%。

2.预算追加项目执行率低。

抽查 35 个单位 2020 年度预算追加的 85 个项目资金共计

15858.78万元，截至2020年12月底，85个项目共支出1103.25

万元，仅占预算追加项目资金的 6.96%。

（三）公务卡结算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公务卡支付比例过低，落实公务卡支付管理办法不够严

格。在全县各预算单位 2020 年度在公务卡结算目录内实际支

出中，使用公务卡支出、向个人转账、现金支票合计 14894.29

万元，其中使用公务卡支出 1044.64 万元，仅占 7.01%。

（四）国库资金暂付款不降反增。

2019 年底县财政局国库资金借出款项余额 85417 万元，

2020 年底余额 91795 万元，比去年增加了 6378 万元，上涨了

7.47%。

（五）非税收入已取消收费项目余额未及时清理。

截至 2020 年底县财政局非税户暂存款中以往年度已取消

收费项目未及时清算 1225.47 万元。其中县定额站收取的社保

保证金 1024.10 万元，风险积累金 149.48 万元，墙改办墙改

基金 51.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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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重点审计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卫健委、县民政局、

县文广旅局、县水利局、县教体局 6 个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延

伸审计了部分下属单位。并利用数据分析审计方法对全县各预

算单位三公经费情况、财政信息系统运用情况等事项进行分

析。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三公经费仍有压减空间。

1.部分单位三公经费同比上涨。

在对国库支付中心支付数据分析时发现，在国库支付中心

报账的全县 157 个单位（含二级预算单位）中，三经公费 2019

年 2890.22 万元，2020 年 2187.46 万元，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县工信局、县蚕业局等 47 个单位“三公经费”上涨超 20%。

其中 42 个单位公务用车维护费上涨超 20%。

2.部分单位无预算列支“三公”经费。

在对国库支付中心支付数据分析时发现，有 75 个单位无

预算列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共计 749.36 万元；有 14 个单

位无预算列支接待费或餐费等共计 13.52 万元。

（二）预算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财政预算约束力有待进

一步增强。

1.部分项目推进缓慢造成预算资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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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文化旅游生态综合体项目推进较慢造成政府性基金

预算年末结转结余 1737.67 万元。文物保护管理所徐玉诺故居

维护修缮资金 18.5 万元由于项目进展缓慢闲置时间超过

两年。

2.政府采购程序执行不严格。

县教体局及部分中小学购买设备等物资共计 100.78 万

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费 57.33 万元未按规定执

行政府采购。

3.滞留应上缴财政资金。

梁洼镇卫生院以前年度向县财政借款 6.07 万元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预算已安排但借款未归还县财政。县民政局收各乡

镇由于自然减员等原因退回的各类补助资金共计 9.05 万元未

上缴县财政。

（三）会计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1.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在对国库支付中心支付数据分析时发现，大部分预算单位

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摘要”记录事实不清，支出事项不明

确等现象较为普遍。如摘要为“某某单位支”和“支费用”，

涉及全县 204 个单位（含二级预算单位）共支付 33695 笔。

2.支出手续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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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健委、县文广旅局等单位及其所属二级单位存在支出

手续不完整、超限额使用现金等问题共计 717.12 万元。县澎

河水库管理所由于会计工作失误重复列支差旅费 1.04 万元。

（四）部门决算报表不准确。

部分单位部门决算数字与实际不一致。

县水利局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数比

实际收入多 3042.91 万元，县教体局上报财政教育费附加决算

金额比实际支出金额多 150.37 万元。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根据省审计厅的统一安排，对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资金、人防工程建设政策使用情况、减税降费政策

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

（一）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因工程项目进度慢等原因未形成支出。

县财政局于2020年下达县卫健委抗疫特别国债资金1100

万元，用于乡镇卫生院等建设项目。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实

际支出 931.29 万元，剩余资金 168.71 万元由于第二人民医院

发热门诊项目进度较慢等原因未支出。

（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债券资金管理使用

仍需提速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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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导致债券资金等待项目开工。

截至 2021 年 3 月底，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项目进展缓

慢等原因，12 笔 26286.03 万元新增债券资金滞留国库超过 90

日。从债券计息日起至 2021 年 3 月底，应支付债券利息 450

万元。

如县房管局实施的鲁山县汇源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建

设项目，2020 年 9 月 28 日收到县财政下达项目政府债券资金

5000 万元，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尚有 4654.40 万元滞留

在该单位。

2.新增债券资金未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

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新增债券资金在项目单位结存超过

180 天且结余超 50%的共 2 笔 14594.95 万元，从债券计息日起

应支付债券利息 266.91 万元。

如县中医院实施的鲁山县老年病医院建设项目，2020 年 8

月 28 日收到县财政下达项目政府债券资金 10000 万元，老年

病医院需要在中医院老院区地址上建设，由于中医院新院区未

建成投入使用，所以鲁山县老年病医院建设项目只支付了规划

设计、地质勘探等费用，截止 2021 年 3 月底，尚有 9940.55

万元滞留在该单位。

（三）人防工程建设政策跟踪审计情况

1.未编制人民防空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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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未按照要求制定

与城市总体规划相适应的人民防空建设规划。

2.会计核算不规范。

鲁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收取平顶山格林福工贸有限公司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6.57 万元。已转入鲁山县财政局非税

收入专户，但未纳入单位财务核算。

（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

1.涉企保证金未及时退还。

（1）工程履约保证金未及时退还。经抽查张官营镇、观

音寺乡、熊背乡等 5 个乡镇 41 个扶贫资金建设项目，履约保

证金共 98.12 万元未及时退还。

（2）县住建局 2017 年收取平顶山市大德源天然气有限公

司乡镇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活动项目保证金 200 万元未及时

退还。

2.房租优惠政策执行不到位。

县供销社、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国有鲁山林场等 20 个单

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按照要求对承租国有房屋的各类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 2020 年上半年 3 个月房屋租金

共计 174.12 万元。

五、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按照县委的要求，依法加强对我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



- 10 -

计监督。2020 年以来，对我县产业集聚区同盟路二标段新建

项目等 7 个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了工程决算审计。审计工程决算

价款总额 13185.5 万元，审计核减工程款 209.93 万元。通过

审计，为县政府节约了财政资金 209.93 万元，减少了损

失浪费。

六、审计建议

（一）加强预算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增强预算约束力，

切实提高支出预算编制质量和预算执行效率，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二）严格落实公务卡强制结算制度，增强经费支出透

明度。研究出台切实可行的加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管理的规

定，增强财务人员和公务经办人员用卡意识，规范公务消费支

出，强化财务监管。

（三）切实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县财政应制定暂

付款消化方案，规避财政运行风险，统筹本级财力，加大暂存

暂付性款项清理收回力度，运用限期追缴收回、纳入年度预算

安排转列支出等清理消化方式，分项目分阶段消化，并严控新

增暂付性支出。

（四）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

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严控资金源头关，增强财政预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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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切实保障“三

保”支出需要，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要求落到实处。

（五）加强会计队伍建设，促进财务工作规范化。抓好

各预算单位财会人员业务技能培训，提高财会人员的政策水

平、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规范国库支付业务数据录入，做到

数据真实有效。

（六）进一步深化债券资金分配改革。加强项目库建设，

严格把关项目精准入库管理，确保项目随时拿得出、用得上。

推行债券资金与项目严格对应执行机制，杜绝“钱等项目”现

象，压实部门主体责任，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七）强化审计成果运用，落实审计整改长效机制。认

真落实县人大常委会对审计工作报告提出的审议意见，细化落

实措施，强化审计整改结果的运用，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主动

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要求，认真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深

入研究和采纳审计提出的建议，切实提升审计成效。

审计查出的问题，审计部门依法继续跟踪审计整改结果，

详细情况按要求于年底前向县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

作为开启新征程。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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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有力支持和监

督下，发挥好审计“查病”“治病”“防病”职能作用，为“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生态文化美丽富强新鲁山

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