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2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文件06

!" #$$ %&'

()*+,-. !/01
2"3456789:

! ! "# "#$%&'(")#$%*+
(,-./012$345678$9(:
;<=

>?;@ABCDE#FGHIJKL
MNOPBQRS(TU=

VWXY Z[\]$^_`aDbbc
d.Zefg$hijPB.klmnP>
?;@.8opqrsPtuijLvwx
yz{ |

}~�.\]$^��PB._`��
P� $%& �.kl��nP>?;@= �C
[f�$3��(���6.���B([
$%��/��(�;<=

2BJ\]�����}R���R
��(}~�# ;¡`¢£¤¥¦§¨©
ª¦#2«¬®¯°±².¬³´µr
¶·¸¹.Bº¯»¼½=

¤¾¿ÀoÁrÂÃÄÅ³.}~�J
ÆÇ(ÈÉ¬.JHIÊË;QÌÍ(ÎÏ
¬.ÐÑÒÓ��(�;Ô= ¤¾8rÕÖ.
}~�×rJ45ØÐÑ¼Ù(BºQÚ
Û;D= ¤ÜÝÞß.àáâãäå(Ræ
çèéê.¾ÒëìRí.Æîl`ïðJ
ñMòMØ.ózôõ(ö÷øù¾Òúû
}~�Bº.Çîü (ýþ8ÿM!"J
q#Ê$%.&� ;'�^;.()�*(
+^.Çî�,(8--[}~�. (ý
/.ç[$%0éRæ(�X1�=

!/012";#<9=$>
?@9A;BC
DE79FGH%

!"! #$%&'"(")*+",-.
/0 !"#$ 121345" 678,/9:
;<=>?@"ABCDEDFG %&' HI
JK"L#MNOPQRSTUV"WX#
IYUZ[#

\@]^_U<`=7Fab:cd
eIfg"hib:jklPmn"5od
pqr# ABstu#vwxyz{"L|
}~��" �;>���8������"
����\��I�����#

^/��Ixyz{n��" #��d
�I�O"�����5�I/ NO# ¡¢
£¤¥Ist���¦I#"§¨�©ª«#
¬�®¡I¯°±²³´µ¶�·¸j"
�¦I´¹º»¼�½¾@¿¦IÀÁ"Â
ÃGÀÄ"ÅÆu#ÇÈGYUIÉ[#

Ê`/ËÌÍ"ÎÏdÐ# Ñ_UÒÓ"
ÔÔÕÒÓÖ#ÈU# _U$×0"�C0"
stØ@Ê`Ë/ÙÚÛ§ÜÝÞ#"ßà
áeâ#ãä"åæçèÚé#ÈU"£»
¼qêë/Hìíî��ï# Ñ°_U�ð

0U"ñ�òóIC0"ÔÔô_I�õ�
öÚ÷ø^Tù$úû"£üýþ¢Iÿÿ
8�öÚ!"^#Ú$%ÙbI&ÚÈ"'
(Þ$)*I+,ì# Ê`Ë/Ù"�-»
¼./í�µ%01&<2# AB#I�;�
3"5odpqr"L���öâ#ãFI
st"#45Ú§6789":;#<<=
eÞ>?q@"8AAUBG/CD\I5
oEP# #ÊH�FÊ`Ë/ÙGGHIJ
K#Ist"8ÊH�F�/[Ç/LM#
IþN$6U";O$C�µ9I�§@"P
¼:QR#I�/S"#íd;âT"EN
O�/Ù"#PQè#:U�IUV"/W
T�XYZ�[I\B#

�]^_`aUbIþN�[cM#
deUf# �ghi"st7#j@CkZ
l"8�/mno# pq#I�;�]"dr
#Ç�s¨" ít�ÒÔÔIu�Jv";
Ü½#I5owx"£ÔÔ8yâJ#ÈU
z{|¨I¯45}"~�/���G/�
H":;"^g"#�SNOSTP^��#
I67"PQQ#¼t(�cM"�é/�
�î;é#¼t(���" U5��H�
�!

<9I%JKL
!"#$ M % N !& O

2345Ú}~�(6�;78.>?
;@qS9:;Ê �<ABCDò=(>
qS�?@ÊABCDEESAB~.C¾
f3ÜÝ67(DEQF°G´= JHI
(JKÍ�. ;qLMN8¤}~�(ý
OÜÝPQR= ¾ÒST}~�Ë;Un
VW. >?;@XYZ\]�AB[zá
\]. ^_?J\]�2`(ABabc
deffHIZPBgRSzá\].h
2uLvQnPiW. jkuUnX+P
VW=

!/012"P:?@9A

' ! () ". lM[$%máno("
)=

V}~�Ë;.pqrsZqtu<½
cDyzY |>?;@ABCDEAv~E
Sw$£xyf$qz{|w}J~�:
��E(V4567|.,-�K[HI(�
�.��[��(����

¡¢ÜÝ.��Çî(��.×rJ4
5ØÚÛ;D( 67.g�Qu��$�
��(:;<.�Ó(:;<.Ó(�;�
Ô/[��(��Q��=

J�Xyzò=(Ë£.>?;@��

;BE�X}~�Ë;Ç6��;£(�
���.;q�k^Ï���´�k ¡w
x}~�Ë;�;gBº�k=

¢£��yÐÑ(¤Bº. ,-�K.
}~�{|Ze¥V¦~§rÂÛ¾>?;
@$¨.£©f$ÔÖãjkªZ(¯«X
Ï�.Z¯¬¾n.×1�g$".ZrÂí
Z;)(®�.ãNnf%¯°±i(Ì
ÍY | '����'

!"#$%&'()*+,-.

%��(�&�&'��It�# !" #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向省人大常委会
报告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省审计厅
对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
况进行了审计。 主要组织开展了省级财政管
理和决算草案审计、21个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19个县市扶贫专项审计、 全省保障性安居工
程跟踪审计、3个市州医疗保险基金审计、6个
市州住房公积金审计、 高速公路跟踪审计等
项目。审计中，我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
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我省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和“五个强省”奋斗目标，坚持
依法审计、客观求实、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着
力发挥审计工作在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惩治腐败、防范风险、推
动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2016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省十二届人大五次
会议的各项决议， 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省经济发展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稳中向
好，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面对复杂
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 省财政采取一
系列积极政策措施，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努力挖掘增收潜力，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
收入完成423.07亿元， 同口径增长11.9%，超
收15.3亿元。 全年中央下达我省转移支付
2859.17亿元，较上年增长5.2%，其中一般性转
移支付1816.19亿元，较上年增长11.5%；加上
返还性收入275.53亿元， 中央补助我省共计
3134.7亿元，较上年增长7%。

———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省财政继
续加大对市县“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支
持力度，全年下达补助市县支出3233.84亿元，
比中央对我省补助多99.14亿元。 切实增加扶
贫资金投入， 全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80亿
元，支持重点贫困县脱贫攻坚。重点保障环境
保护支出，安排专项资金53.5亿元，支持湘江
保护治理和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积极落
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及时拨付专项奖补
资金48.4亿元，支持钢铁、煤炭、烟花爆竹等行
业化解过剩、落后产能。

———财税管理改革有序推进。 进一步整
合专项资金， 省级专项资金由98项整合为82
项，专项资金分配管理进一步规范；继续盘活
存量资金，清理收回沉淀资金17.77亿元，收回
单位上年结余资金5.03亿元； 坚持厉行节约，
全面实施公车改革，省直单位“三公”经费全
年支出5.02亿元，较上年减少0.92亿元，下降
15.5%。积极实施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全年发
行置换债券2940.4亿元， 累计发行置换债券
4162.4亿元，占清理甄别锁定政府存量债务的
66.4%。

———审计整改工作落实到位。2016年11
月，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2015年度省级预算
执行审计整改报告，并对18个部门单位审计
整改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省政府认真落
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督促各部门单位
切实加强后续整改工作，一些当时尚未完全
整改到位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至今年5月
底，审计指出的问题资金已收缴至各级财政
5.79亿元，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263.13万元，
归还原资金渠道1.28亿元， 暂停支付款项
2965万元； 有关部门已对109名责任人实施
问责； 促进有关部门单位修改完善制度42
项。

一、 省级财政管理及决算草
案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级预算
执行和编制省级决算草案、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具体组织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
况。审计结果表明，2016年，省级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较好，收入稳定增长，民生重点支出得
到有效保障，预算管理不断加强，决算草案基
本反映了预算执行结果。 当年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可安排使用的收入总量5668.55亿元，较
上年增长12.4%，为调整预算数的175%；决算
支出5579.67亿元，较上年增长12.9%，为调整
预算数的172.2%， 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发
行置换债券1440.4亿元；结转下年88.88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可安排使用的收入总量
1810.62亿元，较上年增长441%，为调整预算
数的614%；决算支出1754.89亿元，较上年增
长490%，为调整预算数的684%，差异形成的
主要原因是发行专项置换债券1528亿元；结
转下年55.73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总量37.32亿元，较上年增长643%，为预算
的1244%； 决算支出33.06亿元， 较上年增长
659%，为预算的1102%，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新增中央转移支付30.41亿元； 结转下年
4.26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24.91亿
元，较上年增长12.6%，为预算的119.4%；支出
187.7亿元， 较上年增长11.3%， 为预算的
105.3%；本年结余37.2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480.67亿元。

但审计发现， 省级财政管理及决算草案
编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通过深化改革、创新
制度和加强管理逐步加以解决。

（一）部分非税收入未编入年初预算，部
分支出预算未按功能科目编列到项

一是部分非税收入未足额编入年初预
算。 如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亿元，实
际完成6.91亿元，为预算的230%；省非税局直
接执收的非税收入预算8.05亿元， 实际完成
54.53亿元，为预算的677.5%；省公安厅居民
身份证制作中心征收预算1740万元， 实际完
成5689万元，为预算的327%。

二是一般公共预算中， 中央提前下达专
项转移支付安排省本级支出预算65.8亿元，以
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5.44亿元、 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160.2亿元， 未按功能分类编
列到项。

（二）年中新增收支未编制调整预算
一是新增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461.49亿元、支出449.92亿元，未编制
调整预算。

二是新增省级文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
1.39亿元及其支出，未编制调整预算。

（三）部分收入未及时确认、缴库
一是省非税收入征管系统当年1至11月

发生待查收入2.08亿元， 滞留汇缴结算专户，
未及时查明并确认收入。

二是已转列省级收入的市县分成非税收
入及专户存款利息1.44亿元， 未及时缴入国
库。

三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所属单位5
个收入户余额1.01亿元，未及时划缴省财政社
保专户。

（四）部分预算单位年中追加比例高
省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本级支出507.9亿

元，其中通过部门预算分解到单位、到项目的
可执行指标229.27亿元，仅占45.1%；省财政
及部门预算采取年中追加方式下达到单位的
二次分配资金278.63亿元，占比54.9%。当年
省级财力性资金安排769家预算单位年初预
算226.25亿元， 年中追加上述单位113.09亿

元，为年初预算的50%。有116家单位年中追
加等于或超过年初预算，占比15.1%；有177家
单位年中追加达到年初预算的50%至100%，
占比23%；仅有5家预算单位年中未追加，追加
预算的单位个数占比达99.3%。

（五）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
较低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中省级财力安排对市
县专项转移支付381.3亿元， 其中提前下达仅
80.64亿元，占比21.1%。

二是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安排对市县转
移支付123亿元，其中提前下达仅17.8亿元，占
比14.5%。

（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级风险调
剂金未有效使用，伤残职工体检管理不规范

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级风险调
剂金制度早已暂缓执行，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所属省医保局未将省级风险调剂金
5031.87万元退还统筹地区。

二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所属省医保
局未经政府采购， 指定长沙美年大健康体检
中心等4家单位为省本级伤残职工协议体检
机构；审核把关不严，有112名职工重复进行
伤残体检。

（七） 部分预算单位未纳入国库集中支
付，存在公务卡结算推行不到位、授权支付超
限额等问题

一是省本级有14家预算单位未纳入国库
集中支付范围，当年实际拨款10.3亿元。

二是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以现金方式支
付应纳入公务卡结算目录的培训费、 公务接
待费等18项支出，共计2.55亿元。

三是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 有39笔授
权支付，超过了规定限额，涉及资金1374.65万
元。

（八）政府采购预算约束力不够
省财政政府采购年初预算37.68亿元，年

中追加预算105.89亿元， 是年初预算的2.81
倍； 当年实际采购88.69亿元， 是年初预算的
2.35倍。

（九）多列本年决算支出 ，个别预算支出
科目列示不恰当

一是在决算草案中， 将部分应列2017年
的预算支出8.62亿元，计入2016年决算支出。

二是在决算草案中， 将应列其他节能环
保支出的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结构调
整专项奖补资金3727万元， 列入其他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本次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重点审计了省
纪委（省监察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信访
局、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环保厅、省卫生计生委、省质监局、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统计
局、省机关事务局、省煤炭局、省档案局、省供
销社、省畜牧水产局、省残联、省贸促会、省红
十字会等21个部门单位。2016年，21个部门支
出预算75.52亿元， 当年决算支出54.49亿元，
预算执行率为72.1%。审计结果表明，这些部
门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预算管理不断规
范，资金使用绩效明显提高，“三公”经费和会
议费持续下降。 但一些部门和所属单位预算
管理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主要是：

（一）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
一是收入预算不准确。3个部门未将非税

收入和结余资金等8727.53万元纳入年初部门
预算；2个部门非税收入征收预算与实际征收
差异大。 如省残联未将残疾人就业保证金等
5997.23万元纳入年初预算； 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非税收入征收预算417.84万元，当年实际征
收1060.82万元。

二是支出预算不恰当。8个部门多编或少
编支出预算，涉及资金1833.4万元。如省纪委
（省监察厅） 年初部门预算中安排培训费112
万元， 当年实际支出仅29.12万元， 为预算的
26%；省统计局预算安排企业联网直报统计调
查专项41万元， 当年实际支出高达280.19万
元，为预算的6.83倍。

三是支出预算不细化。8个部门支出预算
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 涉及资金5.14亿
元。 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年初部门预算
中有3.21亿元未细化到单位和项目， 占比
62%； 省民政厅年初部门预算中有5100万元
未细化到单位和项目，占比24.2%。

（二）收入征缴和管理不到位
一是隐瞒或转移收入。5个部门隐瞒或转

移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益等1147.09万元。如
省供销社将门面租金等194.65万元，转移至所
属湖南永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省畜牧水产
局所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历年对外投资收益
782.99万元，一直滞留在所投资公司。

二是未征缴或未及时征缴收入。4个部门
未征缴或未及时征缴排污费、 国有资产使用
费等预算收入1387.28万元。 如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应征未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基金112.37
万元； 省环保厅未及时征收长安石门发电有
限公司等3家企业排污费815.44万元。

三是非税收入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6个部门租金收入、 拆迁补偿款等非税收
入6162.62万元未缴省财政，部分收入已坐支。
如省机关事务局所属单位房屋拆迁补偿款
4688.6万元，未缴省财政，直接分配给所属单
位； 省卫生计生委所属省疾控中心房产租赁
等非税收入851.97万元，未缴省财政。

（三）违规列支和转嫁费用
一是虚列支出。2个部门以不真实的经济

业务虚列支出353.7万元。其中：省环保厅所属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部分培训班尚未
开办，在系统财务报销费用323.70万元；省残
联所属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在项目未启动
的情况下， 以备用金名义从国库提取现金30
万元存入特设专户。

二是无预算支出。7个部门无预算列支维
修改造费、机关办公经费等993.38万元。如省
民政厅在特设专户历年结余资金中， 无预算
列支军供站维修改造费等294.26万元；省机关
事务局从特设专户资金中， 无预算购买办公
桌椅等144.93万元。

三是转嫁费用。5个部门将老干活动经
费、车辆使用费等1137.96万元转嫁其他单位。
如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将机关老干活动经费等
915万元转嫁给湖南广播电视台；省质监局所
属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将OA办公
等信息系统购置款82万元， 转嫁给所属质城
节能检验服务有限公司。

四是违规列支费用。5个部门违规列支
工会经费、差旅费及物业管理费等138.09万
元。 如省高院在机关工资福利性支出中，列
支工会印刷厂聘用人员工资等49.98万元；
省统计局在机关经费中， 列支工会费用
21.02万元。

五是挤占、挪用专项经费。10个部门基本
支出挤占项目支出或项目间相互调剂， 涉及
资金3239.47万元。 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所属
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和省药品检验研究
院， 将食品风险监测等专项资金972.43万元，
用于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基地建设； 省民政
厅在优抚双拥经费等项目支出中， 列支日常
办公费及差旅费等基本支出199.48万元。

（四）资金使用绩效不佳

一是预算执行率低。9个部门预算执行率
低于80%，或项目资金连续结转。如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项目支出预算3.55亿元，当年实际支
付1.8亿元，预算执行率仅50.7%；省质监局综
合检测大楼购建等项目资金连续结转7806.63
万元。

二是资金沉淀。8个部门结余结转财政资
金9768.97万元，沉淀在特设账户。如省民政厅
事业基金等历年结余5070.02万元，省煤炭局
企业亏损补贴结余等778.86万元，均沉淀在特
设专户。

三是项目未启动或实施缓慢。10个部门
存在此类问题，闲置资金7.15亿元。如省卫生
计生委督管的全省卫生计生建设项目有60个
未开工，涉及资金3.83亿元 ;省畜牧水产局主
管的渔业资源养护等项目均未开工， 涉及资
金1.33亿元。

（五）预算管理不严格
一是违规保留银行账户。4个部门未按规

定撤销银行账户，账户余额626.36万元。如省
纪委（省监察厅）所属原电化教育中心已撤销
多年，银行账户一直未撤销，年末余额147.29
万元； 省检察院所属衡阳和怀化铁检院的涉
案暂扣款账户均未按规定撤销， 年末余额
165.92万元。

二是公务接待不规范。4个部门存在此类
现象。如省信访局部分公务接待无审批手续，
部分无公务接待函；省质监局所属2个单位在
食堂挂账消费，多列支公务接待费13.84万元。

三是财务管理不规范。7个部门存在此类
现象。如省卫生计生委将考试费35.79万元，直
接转入省中医药大学等3家单位经办人个人
账户；省贸促会部分报销发票无经手人等，报
销凭证与原始记录不一致。

四是现金支付比例高。3个部门未严格执
行公务卡结算制度，现金结算比例高。如省供
销社及所属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应由公务
卡结算事项155.87万元，其中现金结算110万
元，占比70.8%；省档案局应由公务卡结算事
项79.16万元，其中现金结算16.85万元，占比
21.3%。

（六）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
一是专项资金未有效整合。3个部门专项

资金设置、分配交叉重叠。如省卫生计生委在
省补助中医药项目等5个专项中均安排信息
化建设资金， 多个专项目标相近， 涉及资金
8663.04万元；省畜牧水产局将渔政执法与资
源保护等3个专项名义上整合成1个专项，但
仍执行原来的3个管理办法。

二是超范围安排专项资金。3个部门存在
此类现象，涉及资金769.86万元。如省环保厅
超范围安排省环保宣教中心专项资金370万
元；省档案局在县级国家档案馆建设“以奖代
补”专项经费中，安排8个未竣工或未验收的
市县档案馆奖补资金340万元。

三是专项资金分配不当。7个部门存在
此类现象，有的分配方式不优，有的向本级
倾斜，有的安排项目散小，涉及资金19.65亿
元。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安排省本级药监部
门公共卫生等专项资金6272.04万元， 年末
形成结余5405.77万元，占比86.2%；省煤炭
局简单地按关闭煤矿个数，平均分配市县煤
炭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8.07亿
元。

四是资金下达不及时。3个部门未将中央专
款在30日内转发下达，涉及资金38.85亿元；3个
部门年初预算二次分配资金未在6月30日前分
配下达，涉及资金3.57亿元。如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超过30日转发下达中央就业补助37.6亿
元；省残联直至12月才二次分配残疾人事业资
金2804.7万元。 荩荩（下转7版）

关于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7年7月25日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省审计厅厅长 胡章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