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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6版）
（七）资产管理不恰当
一是资产账实不符。8个部门基建项目未

办理竣工决算，部分固定资产未入账，涉及资
金6.2亿元。 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所属湖南食
品药品职业学院11个基建项目已投入使用多
年，一直未结转固定资产，涉及资金3.12亿元；
省机关事务局购置周转房未确认固定资产，
少计资产1520.96万元。

二是资产使用处置失当。4个部门未经
资产评估或未按合同约定处置资产， 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 如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后勤
服务中心未经资产评估， 将原省广播电影
电视局食堂门面协议转让给长沙市福开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 省统计局将统计干部培
训中心大楼， 出租给湖南金敏物业开发有
限公司， 未按原合同约定及时重新评估递
增租金。

三是资产管理不到位。7个部门资产未及
时办理产权登记、部分资产长期闲置。如省高
院国家法官学院湖南分院综合楼已投资1.16
亿元，交付使用多年，一直未办理竣工决算；
省煤炭局原所属第一工业设计院2013年购买
办公及业务用房196套、 车位100个， 总价款
1.04亿元，一直闲置。

四是往来款未及时清理、 收回。6个部门
往来款未及时清理，有的未及时收回，有的擅
自核销，涉及资金5293.35万元。如省检察院
自2014年以来垫付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南分院
水电及空调费等201.63万元，一直未清收；省
畜牧水产局其他应收款中有360.33万元5年
以上未清理。

五是软件正版化管理不规范。2个部门存
在此类现象，其中：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有35台
电脑未使用正版办公软件； 省供销社有98台
台式电脑、10台笔记本电脑未购置正版办公
软件。

（八）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
一是未实施政府采购。12个部门未按规

定实施政府采购，涉及资金5427.26万元。如省
卫生计生委所属省计划生育研究所未经政府
采购，自行向63家供应商购买药品试剂，采购
金额1294.39万元；省贸促会组织境外经贸活
动等17项，有16项未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涉及
资金648.4万元。

二是政府采购不规范。1个部门应招标未
招标，2个部门肢解项目规避招投标，5个部门
存在指定采购、评标缺陷、违规转包等问题。
如省信访局将铝合金窗从办公楼装修改造工
程中肢解出来重新采购， 中标价高于原中标
单位同款报价； 省环保厅在城镇污水处理厂
在线监控第三方运营采购中，指定服务商，涉
及资金2958.82万元。

（九）部门决算收支不准确
一是决算收入不实。3个部门少计决算收

入806.99万元，1个部门多计决算收入188.41
万元。 如省供销社所属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
院在决算草案中，少计收入716.98万元；省机
关事务局将省社保局代省财政拨付的退休人
员工资188.41万元，计入其他收入。

二是决算支出不实。3个部门少计决算支
出1011.6万元，6个部门多计决算支出277.48
万元。 如省供销社所属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
院自考支出等946.74万元，未纳入决算草案；
省高院垫付湖南觅你酒店水电能耗费用84.6
万元，直接在机关列支。

三是决算支出列示不准确。3个部门存在
此类现象。 如省统计局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

支出等17个项目支出决算草案数与账面支出
数不一致，涉及差额总计303.05万元。

（十）其他问题
一是信息公开不完整、不细化。省机关

事务局安排38个公共节能项目1000万元，未
在局门户网站公开分配结果；省残联未按规
定公开残疾人康复等3项省级专项资金申报
流程、评审及分配结果，涉及资金7954.26万
元。

二是捐赠资产管理使用不当。省红十字
会对捐赠物资未予集中管理，2016年收到捐
赠物资价值1420.95万元， 有563.22万元未
纳入单位财务核算， 占捐赠物资总额的
39.6%。

三是违规担保或违规出借资金。省环保
厅为所属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1000
万元贷款出具信用担保函；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主管的新农村基金会，多次出借资金给长
沙龙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累计达3100万
元。

三、重点专项审计情况

（一）扶贫审计
省审计厅对茶陵等19个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市实施了审计，重点抽查了106个乡镇、
279个部门单位、1438户农户，抽查扶贫资金
27.53亿元， 占19个县市扶贫资金的48.3%。
总体上看，2016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准扶贫
的决策部署，举全省之力推进脱贫攻坚，取得
明显成效。19个县市全年减少贫困人口31.28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3%。审计发现
的主要问题： 一是一些县市精准识贫等基础
工作不够扎实。 有的县市扶贫监测系统中有
财政供养人员、个体工商户、已购商品房或小
汽车者等“四类人员”；少数村干部优亲厚友，
或采取分户拆户等方式将亲属纳入扶贫对
象；有的贫困户收入核算不实，如涟源市5个
乡镇120户建档立卡户， 有34户超过国家贫
困线收入标准，占比28.3%。二是一些县市扶
贫项目实施缓慢。2016年， 省扶贫办安排凤
凰等7个县市重点产业项目31个， 年底尚有
11个项目未实施， 涉及资金8114.43万元；抽
查保靖等15个县市易地搬迁项目，2016年计
划搬迁35814人， 实际搬迁7741人， 仅完成
21.6%。 三是一些县市落实扶贫政策存在薄
弱环节。 平江等9个县市部分产业项目与贫
困户利益联结不紧密，贫困户受益程度较低，
涉及项目资金4191.5万元；茶陵等6个县市部
分帮扶企业取得小额扶贫贷款后， 以低于财
政贴息标准支付利息给建档立卡户， 赚取利
息差，涉及信贷资金2.06亿元；绥宁县农商行
虚造43个建档立卡户， 将213万元小额扶贫
贷款转为定期存款，以获取财政贴息。四是一
些县市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 。绥宁等11个
县市超标准、 超范围或重复发放扶贫补贴资
金1969.45万元；涟源等17个县市滞拨、闲置
扶贫资金2.66亿元；安仁等7个县市扶贫项目
前期论证不充分或后期管护不到位， 造成损
失浪费124.79万元。

针对上述问题， 审计提出了完善精准扶
贫政策措施、健全脱贫攻坚考评机制、加强扶
贫资金统筹监管等建议。

（二）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省审计厅对全省2016年度保障性安居工

程实施了跟踪审计， 全省2016年筹集保障性
安居工程资金293.49亿元， 开工45.45�万套，

竣工面积1915.14万平方米， 受益居民180.53
万户，有效保障了住房困难群众的基本需求。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市县安居工
程建设资金支持政策未落实。 常德等11个市
县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保障性
安居工程资金5798.93万元，邵阳等2个市未
按规定将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8678.13
万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部分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使用不合规 。 沅江等2
个市县违规将安居工程专项资金1030.69万
元用于路桥和安置小区建设等。三是部分市
县保障性住房分配不规范 。津市等15个市县
369户保障对象瞒报家庭收入、住房等资料，
骗取住房保障待遇，其中：163户骗取住房货
币补贴21.48万元，206户骗取保障性住房实
物配租206套。衡阳市珠晖区等37个市县978
户保障对象家庭收入、 住房等发生变化，不
应继续享受住房保障待遇，但未按规定及时
退出，仍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601套，违规领
取货币补贴77.23万元。 郴州市苏仙区等17
个市县148户家庭虚报冒领或重复领取农村
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24.28万元。四是部分保
障性住房未有效使用。 双牌等11个市县318
套保障性住房被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占
用作为办公用房。浏阳等10个市县3101套已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保障性住房至2016年
底空置超过一年。

针对上述问题， 审计提出了加强信息共
享、强化退出管理、加大监管力度、落实问责
机制等建议。

（三）住房公积金审计
省审计厅对长沙等6个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使用情况实施了审计， 至2016年底，6市
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211.14亿元， 提取住房
公积金552.62亿元， 缴存余额658.52亿元，
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879.58亿元，其中
2016年提取和发放贷款290.88亿元，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公积金欠缴较多 、缴存差距较
大。6市共有9242个单位欠缴住房公积金，欠
缴金额达9.76亿元； 月缴存标准差距较大，
如怀化市最高月缴存额10308元， 最低月缴
存额45.75元，相差225倍。二是公积金使用
存在套取、多提多贷等问题 。长沙、益阳市有
13人以虚假购房票据、购房合同等套取住房
公积金226.99万元；益阳等4个市向购买3套
或3套以上住房、 联体别墅等不符合条件者
放贷1.51亿元；岳阳市有1175人提贷款总额
超过房屋总价值，多提多贷5823.11万元。三
是增值收益违规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长沙等
3个市将应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廉租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等7.37亿元，纳入一般公共预
算。

针对上述问题， 审计提出了加大监管力
度、构建全省统一管理信息平台、进一步发挥
住房公积金的积极作用等建议。

（四）医疗保险基金审计
省审计厅对益阳等3个市本级及所属11

个县市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实施了
审计， 至2015年底，3市11县市区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702.6万人，参保率95.6%；医疗保
险基金当年收入47.49亿元， 支出40.55亿元，
当年结余6.94亿元，累计结余34.12亿元。各级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医保政策， 着力推
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 切实提高了人民群众
的健康保障水平。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未实现应保尽保， 部分已参保人员的财政资
助政策执行不到位。永州市零陵区等7个县市

区城乡低保人员
等困难群体中有
5430人未参加相
应的基本医疗保
险，占该类人群的
0.45%； 慈利等11
个县市区非公有
制企业、派遣公司
中有农民工等1.28
万人未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占该类企业职
工人数的10%。二
是医疗保险基金

未及时足额征缴，存在少征少缴等现象。慈利
等2个县市区未执行规定标准，少征医疗保险
费380.76万元； 沅江等4个县市区通过少报缴
费基数等方式，少缴医疗保险费1349.22万元，
占应缴数的37.1%；宁远等4个县市区357家参
保单位， 欠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958.21万
元。三是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使用不合规，存在
挤占挪用、超范围支出等问题。安化等2个县
市区挤占医保基金274.37万元，用于其他工作
经费；益阳市赫山区等5个县市区将医保基金
5026.9万元，用于其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
出。四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骗取套取医
保基金。 益阳市等地有40家定点医疗机构未
取消药品加成或违规加价销售医药耗材，违
规收费830.14万元； 安化县等地有77家定点
医疗机构违规收取诊疗项目和医用服务设施
费用551.73万元；祁阳县等地有23家定点医疗
机构通过分解住院、 挂床住院等方式骗取套
取医保基金79.91万元。

针对上述问题， 审计提出了提高基本医
疗保险的统筹层次、 加大对定点医疗机构的
监管力度、加强医保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建议。

（五）高速公路跟踪审计
省审计厅继续对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实

施跟踪审计，2016年核减造价和节约投资
5.26亿元， 促进了高速公路建设的规范化管
理， 推动了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资金的安全高
效使用。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项目建设
超概算较普遍。已通车的32个高速公路项目，
80%以上存在超概算的现象，其中郴宁高速等
4个项目超概算40%以上。在建的16个高速公
路项目，部分项目超概算，如汝郴高速已完成
投资部分超概算42.2%， 预计总投资超概算
53.9%。二是部分项目勘察设计不到位 。永吉
高速等2个项目因勘察设计不到位或调整建
设规模，导致已征22亩土地闲置；益娄高速第
1、3合同段， 因勘察设计不到位导致工期延
长，增加投资2950万元。三是部分项目重复计
费。永龙高速等3个项目部分工程，因重新采
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 导致设计费用
1262.17万元重复计算。 四是部分项目工程变
更管理不规范。 永吉高速等2个项目有8份工
程变更化整为零， 规避上级审批， 涉及金额
161.46万元；马安高速等4个项目有6份工程变
更资料不齐全或与实际情况不符， 涉及金额
2008.01万元。五是部分项目公司财务管理不
规范。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等3个项目公司预
付相关施工单位的工程款、 材料款或借款
7000万元，未及时扣回；炎汝高速项目公司超
付工程款2639万元未收回；汝郴高速等3个项
目公司应收款余额4596.94万元，长期挂账，未
及时清理。

针对上述问题， 审计提出严格投资概算
控制、加强变更审查、全面清查项目往来账款
等建议。

四、审计整改及案件线索移送
情况

审计指出问题后， 相关责任单位积极整
改，许多问题已得到处理和纠正。通过全省脱
贫攻坚突出问题大排查、大诊断、大整改，扶
贫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 相关责
任人已被问责；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住
房公积金审计、 医疗保险基金审计和高速公
路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大部分已整改到位；
省级财政管理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问
题正在整改之中。至2017年6月底，相关责任
单位盘活资金1.34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1.39
亿元，拨付滞拨闲置资金1.74亿元，追回、收缴
违规资金2.19亿元，制定完善资金管理等各项
制度43项。

上述审计项目， 省审计厅共发现并移送
案件线索60起，其中移送纪检监察机关51起、
移送司法机关8起、移送主管部门1起。这些案
件线索的主要特点： 一是民生领域 “雁过拔
毛”式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各级财政
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逐年加大， 民生资金分配
管理链条长、使用主体多元化，导致民生领域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这些案件
线索一般单起金额小、发生频率高，大多发生
在使用资金的乡镇村组。如某村委会克扣3户

危房改造对象专项补助3.7万元，并以照相、资
料打印为由，向领取危改补贴的村民收取300
至500元不等的手续费，共计1.83万元。二是
涉案人员相对集中在民生资金审批发放使用
的末端。涉案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列支
出、重复申报、伪造资料或隐瞒信息等手段，
贪污、套取、骗取民生资金。如某乡镇主要负
责人与相关人员合谋，以虚开收据、篡改原始
票据、假冒他人签名等方式，套取财政补贴资
金262.48万元。三是移送事项大多与公职人员
失职渎职、弄虚作假、利益输送有关 。涉案公
职人员通过违规插手招投标、协助“公关”甚
至直接参与造假等方式， 向特定关系人或亲
友输送利益。 如某医院采取合作分成方式引
进医用设备，将设备价格抬高10倍之多，导致
患者多承担医疗费用148.8万元， 同时帮助合
作方偷逃税费100多万元。 四是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顶风违纪的行为仍有发生。一些基层
部门单位， 违反有关财经纪律和津补贴发放
的规定，私设“小金库”，私分财政补助资金，
账外发放奖金福利；个别基层干部顶风违纪，
用公款送礼或收受红包礼金； 少数公职人员
在职务影响范围内违规经商、违规兼职、违规
赚取中介费。 如某市有数十名公职人员违规
担任医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高管， 或违规经
商办药店。上述案件线索，已刑事立案2起，刑
事拘留1人，提起公诉3人；党纪政纪立案9起，
撤职2人、免职1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人。
其余案件正在办理中。

五、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

（一）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 ，提高年初预
算精准率。 一是将政府性收支全部纳入预算
管理，深入推动四部预算全面覆盖，健全四部
预算统筹协调的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 全面
细化支出预算，按功能分类编列到项，按经济
分类编列到款。 二是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实际财力， 及时修改完善基本支出人
员定额标准， 加快建立分类分项的项目支出
定额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省直单位资产配置
标准； 三是督促预算单位将近三年的预算执
行情况作为编制预算的重要参考， 把既定事
项和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足额编
入部门预算，不留资金缺口，切实将部门预算
编实、编足，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

（二）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 ，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绩效。 一是加强对预算单位银行账户
的管理，继续做好特设专户的清理整顿，收回
沉淀在各部门单位结余资金。 对财政存量资
金较大的部门，压缩下一年度预算规模，将存
量资金集中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 增加
资金有效供给。 二是继续推进专项资金有效
整合，建立健全专项资金退出机制，完善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 优化补助方式， 减少事前补
助、直接补助，逐步扩大财政贴息、先建后补、
以奖代补等事后补助的范围。 三是强化预算
绩效管理，逐步扩大绩效管理范围，建立健全
绩效评价体系， 全面评价预算整体及相关项
目支出绩效， 将评价结果作为调整财政支出
结构、完善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促进
财政资金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三）进一步强化整改责任，着力构建审计
整改长效机制。一是按照湘办〔2016〕21号文件
要求，进一步落实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向省
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机制，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工作的制度化、长效化。二是被审计单位主
要负责人应切实履行审计整改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及时纠正违纪违规问题，完善相关制度，
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持续开展脱贫攻坚突
出问题的集中整改工作，确保中央精准扶贫政
策措施落地生根。三是被审计单位主管部门应
切实加强监管，把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考
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对未按期整改和整改不
力的，严格实行追责问责。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
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强
化“四个意识”，自觉接受省人大的指导和监
督，不忘初心，开拓进取，依法履行审计监督
职责，更加扎实地把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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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