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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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请予审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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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审计工作给予了肯定，要求省人民政府及
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审计指出的问题， 切实抓好整改。
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7月
31日，达哲省长主持召开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专题
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要求各级各部门列出整改清单，
实行拉条挂账，对账销号，限时办结，坚决把审计指出
的问题整改好。根据省人民政府部署，省审计厅组织4
个督查组，深入被审计单位、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和相
关市县，督促落实整改工作。各责任单位积极采纳审
计意见和建议，深入推进整改工作。

截至10月底，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绝大部分问题
得到有效整改。其中，省级财政管理及决算草案审计
查出的10个方面20个问题， 已整改到位；21个省直部
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的10个方面208个问题， 均已整
改或基本整改；5个专项审计查出的46个问题， 除7个
尚在继续整改外，其余均已整改到位。省财政确认收
入并缴库4.9亿元；相关责任单位追回和收缴违规资金
8.59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5.63亿元，补记资产3.78亿
元， 盘活使用预算资金14.15亿元， 调账处理金额
3,745.83万元，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73项。审计移送
案件线索60起，已办结27起，占比45%；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7人。

一、省级财政管理及决算草案
审计整改情况

（一）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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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一是省财政厅已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调整省级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编制模式，将当年的国有资本收
益一律编入下年度预算。同时，省财政厅已督促执收
单位，结合预算年度政策变化，据实编制非税收入预
算；对编制的预算与上年实际完成数相差20%以上的
单位，查明原因，及时调整预算。

二是省财政厅在编制2017年省级预算时，已将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全部细化到项级科目。

（二）关于“年中新增收支未编制调
整预算”的问题

一是省财政厅已编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
金预算，并报告省人大常委会。

二是省财政厅已编报2017年省管文化企业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并报告省人大常委会。

（三）关于“部分收入未及时确认、缴
库”的问题

一是省财政厅积极督促相关执收单位，已将2016
年1至11月待查收入2.08亿元全部确认缴库。

二是省财政厅已将转列省级收入的市县分成非
税收入及专户存款利息1.44亿元缴入国库。

三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已将所属单位5个收
入户余额1.01亿元转入省财政社保专户。

（四）关于“部分预算单位年中追加
比例高”的问题

一是省财政厅在布置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时，要
求省直各部门足额编制基本支出预算， 不留缺口，原
则上年中不追加。

二是省财政厅已要求省直各部门提前于今年8月
启动明年专项资金分配工作，属于省直部门直接实施
的项目，编入部门预算；从9月起逐月通报专项资金分
配情况，并纳入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内容之中。

（五）关于“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提
前下达比例低”的问题

省财政厅采取考核、通报等方式，督促各部门提
高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对中央提前下达的转
移支付，除必须由省级直接安排支出外，全部提前下
达至市县。对省级财力安排的转移支付，按因素法分
配且政策、金额相对固定的，提前下达比例要求达到
90%以上；按项目法分配且能够明确到具体项目的，将
项目和资金全部提前下达市县，不能明确到具体项目
的，则提前下达市县切块数。

（六）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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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一是省医保局已将省级风险调剂金和利息收入
5,144.44万元全部退还14个市州。

二是省医保局已约谈4家医疗机构和信息网络运
营公司负责人， 追回了4家医疗机构套取或重复申报
的费用，进一步完善了工伤保险体检管理办法。

（七）关于“部分预算单位未纳入国
库集中支付”的问题

一是省财政厅已将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7
家单位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省原种猪场等3家单
位已申请开通专网，预计年底可纳入；省水运管理局
所属长沙等4个航道管理局已开展相关过渡工作，预
计2018年年初可纳入。

二是省财政厅积极与预算单位协调，强力推
行公务卡结算，加强现金支出管理，压缩现金支
出规模。

三是省财政厅已升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功
能，加大审核力度，防止出现授权支付超规定限

额的现象。

（八）关于“政府采购预算约束力不
够”的问题

省财政厅已督促预算单位严格依据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编制当年采购预算，做到应编
尽编；完善了政府采购预算编报系统，加强内部沟通
衔接，防止随意追加。

（九）关于“多列本年决算支出，个别
预算支出科目列示不恰当”的问题

一是省财政厅按照三年中期财政规划，对一些跨
年度实施的项目和按政策安排的支出， 实行滚动安
排、跨年平衡。同时，严格据实列报支出，准确编报财
政决算。

二是省财政厅已将支出科目列示不当的3727万
元，从华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收回，按其他节能环保
支出重新安排。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整
改情况

（一）关于“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的
问题

一是收入预算不准确的5个部门， 已将结余资金
等全部纳入部门预算，准确、完整地编制下一年度收
入预算。如省残联已将残保金收入计划3500万元编入
2017年年初预算， 将以前年度结余资金77.62万元上
缴省财政， 将福彩公益金2000万元编入2018年年初
预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根据往年同类项目的收费情
况，结合预算年度的变化趋势，编制了非税收入预算。

二是支出预算不恰当的8个部门， 已进一步完善
支出预算编制，根据履职需要编实、编足支出预算。如
省纪委、省监察厅从今年起，全员参与预算编制工作，
结合监督执纪的实际需要， 据实编制了部门支出预
算；省统计局根据统计业务需求，据实编制了支出预
算，强化了预算的刚性约束。

三是支出预算不细化的8个部门， 已提前组织项
目申报、专家评审，在编制年初预算时将资金细化到
单位、到项目。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于今年8月启
动了2018年专项资金分配工作，在部门预算中将所有
系统财务资金细化到单位和项目；省民政厅已建立全
省民政项目管理库，将所有民政资助项目纳入项目库
管理，今年9月已组织申报下年度项目，确保年底前拟
定资金分配方案。

（二）关于“收入征缴和管理不到位”
的问题

一是隐瞒或转移收入的5个部门， 已将国有资产
有偿使用收益等非税收入904.43万元收回或纳入部
门预算。如省供销社已将门面和餐厅租金收入27.58万
元上缴省财政；省畜牧水产局所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已将投资收益782.99万元纳入2017年度部门预算。

二是未征缴或未及时征缴收入的4个部门， 进一
步加大了收入征缴力度，已清欠1126.7万元。如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追缴了29家影院少交的电影发展专项资
金112.56万元，并上缴省财政；省环保厅已将长安石门
发电有限公司和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欠缴的排污
费533.96万元收缴入库。

三是非税收入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6个部
门， 已将非税收入1283.42万元上缴省财政或编入
2018年部门预算。如省机关事务局已督促三所幼儿园
加快工程项目进度，按规定办理竣工结算，及时将结
余资金上缴省财政；省卫生计生委已督促省疾控中心
将二类疫苗差价及房产租赁收入等非税收入851.97万
元上缴省财政。

（三）关于“违规列支和转嫁费用”的
问题

一是虚列支出的2个部门中， 省环保厅已督促长
沙环保职业技术学院完成4期培训任务， 支出308.46
万元，结余资金15.24万元收回省财政；省残联所属省
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维修改造项目已完工，按进度支
付了30.78万元。

二是无预算支出的7个部门， 补办了预算审批手
续， 清理了特设专户， 结余资金91.2万元已上缴省财
政。如省民政厅对无预算支出的军供站维修改造费用
等294.26万元进行了清理，补办了审批手续；省机关事
务局组织财务人员对特设账户进行了清理，将沉淀资
金13.58万元上缴省财政。

三是转嫁费用的5个部门， 已厘清与关联单位的
关系，通过调整支出预算等方式，退还了转嫁的费用
253.89万元。如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从今年起已停止由
省电视台承担部分日常费用， 将老干活动等费用支
出，在部门预算中统筹解决；省质监局已督促所属单
位归还了转嫁的采购款82万元。

四是违规列支费用的5个部门， 已收回违规列支
费用138.09万元，并调整了相关账务。如省高院已从
工会退还49.98万元到机关行政账，取消了机关工会印
刷厂的经费预算；省统计局已将机关经费中列支的工
会费用21.02万元，调整到工会账列支。

五是挤占挪用专项经费的10个部门，已归还原资
金渠道926.79万元， 报省财政调整预算1212.98万元，
并完善了相关制度。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已将所属单
位的食品风险监测等专项结余资金972.4万元，报省财
政厅批准后调整用于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基地建设；省
民政厅已对挤占的项目支出进行清理调整，建立了网
上报销平台，防止挤占项目支出。

（四）关于“资金使用绩效不佳”的问题

一是预算执行率低的9个部门，已使用上年结转资
金4.65亿元， 由省财政收回结余资金4509.85万元。如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已对结余结转资金进行了分类处
理，广播电视无线数字化工程等跨年项目8569.2万元，

已完成公开招标工作， 并由省财政收回项目结余资金
1644.42万元；省质监局综合检测大楼项目已结算付款
1742.06万元，其中使用结转资金1448.63万元。

二是资金沉淀的8个部门，已上缴省财政1314.33
万元，支出2647.77万元，纳入下年度部门预算5969.47
万元。如省民政厅已对特设专户进行清理，经省人民
政府批准，将存量资金用于办公楼及配套设施维修改
造，以及信访、救灾应急等支出；省煤炭局清理特设专
户结余资金后，已上缴省财政234.86万元，拨付瓦斯治
理专项经费等245万元。

三是项目未启动或实施缓慢的10个部门，已完成
支出4.41亿元，将不需使用的项目资金3355.58万元上
缴省财政。如省卫生计生委监管的全省卫计项目经发
改部门批复调整项目26个，调整投资1.84亿元，其余34
个项目已全部开工，完成投资9824万元；省畜牧水产
局已将渔业油价补贴等项目资金下达到项目单位。

（五）关于“预算管理不严格”的问题

一是违规保留银行账户的4个部门， 均撤销了违
规保留的银行账户。如省纪委、省监察厅撤销了原电
化教育中心银行账户，将结余资金统筹编入下年度预
算；省检察院责成衡阳、怀化铁检院撤销账户，暂扣涉
案款已划转至省财政专户。

二是公务接待不规范的4个部门， 均已建立公务
接待审批和清单制度， 进一步规范了公务接待行为。
如省信访局已明确规定无接待公函不予接待；省质监
局已督促所属单位将机关食堂公务接待费挂账余款
13.84万元全部上缴省财政。

三是财务管理不规范的7个部门， 全部补办了相
关手续，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如省卫生计生委督促
省医学考试中心与6个考试基地签订了协议书， 考试
费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省贸促会已将不合规票据进
行清理，出台了规范财务管理的补充规定。

四是现金支付比例高的3个部门， 加大了公务卡
结算力度。如省供销社已为没有公务卡的职工办理了
公务卡；省档案局出台了管理制度，至今年8月底，现
金支付仅3.12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六）关于“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的
问题

一是专项资金未有效整合的3个部门， 已与省财政
厅等部门沟通衔接，出台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推动专
项资金进一步深度整合。如省卫生计生委已将信息化项
目资金全部整合并归口管理；省畜牧水产局已将渔政执
法与资源保护专项等相关资金统筹整合成畜牧水产发
展专项资金，并出台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

二是超范围安排专项资金的3个部门， 或收回超
范围安排的专项资金，或调整资金使用方案。如省环
保厅已督促省环保宣教中心对370万元专项资金使用
作了详细预算，已支付158万元；省档案局已督促相关
市县加快工程实施进度， 目前8个市县档案馆均已完
成功能验收。

三是专项资金分配不当的7个部门， 已按照事权
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将专项资金分配调整为以因素
法分配为主， 确需按项目法分配的则从项目库中优
选。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对检测成本进行测算，合理
分配专项资金， 上年结转的两个项目已支付2970.19
万元；省煤炭局与省财政厅积极沟通、衔接，对已分配
下达的中央专项奖补资金严格按因素法进行结算。

四是资金下达不及时的4个部门， 加大了与上级
主管部门及省财政厅的沟通力度，在编制部门预算的
同时，启动专项资金的申报，提前制定专项资金分配
方案。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2017年中央和省就业
资金下拨进度较上年已大幅提前，2016年11月收到中
央财政预拨我省2017年就业资金25.19亿元，2016年
12月已全部预拨市县；省级就业资金3亿元，今年6月
底前已下达市县2.52亿元，占比84%。

（七）关于“资产管理不恰当”的问题

一是资产账实不符的8个部门， 全面清理了账外
资产，补记资产3.78亿元。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所属湖
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已有2个项目结转固定资产67.31
万元，4个项目报废核销1121.99万元，其他5个项目预
计年底整改到位；省机关事务局购置周转房已按购买
价格1520.96万元补计固定资产。

二是资产使用处置失当的4个部门， 已通过完善
相关手续等方式， 将处置不当的国有资产予以修正。
如省统计局已与湖南金敏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商定，根
据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确定新的租金基数，年底前将
2017年租金以及前两年的租金差额全部上缴省财政。

三是资产管理不到位的7个部门， 已经或正在补
办相关手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如省高院今年7月已
对湖南法官学院综合楼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进行了
审计， 待省发改委调概批复后办理工程竣工决算；省
煤炭局已督促湖南第一工业设计研究院将所购买的
办公及业务用房尽快投入使用。

四是往来款未及时清理、收回的6个部门，已对往
来账款进行了清理， 绝大部分历史挂账已分类处理，
收回欠款1592.67万元， 核销往来账款245.78万元。如
省检察院已全额收回紫薇华天酒店欠付水电空调费
178.59万元，对东来苑家属区物业公司欠付的水电费
23.04万元正在协调清收；省畜牧水产局已据实核销渔
政快艇项目163万元， 往来欠账197.33万元正在与相
关单位协调清收。

五是软件正版化管理不规范的2个部门中， 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出台了软件正版化管理制度，建立了正
版化定期检查机制， 完成了正版软件的采购和安装；
省供销社已专题研究信息化建设工作，建立和完善了
软件管理制度。

（八）关于“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执行
不严格”的问题

一是未实施政府采购的12个部门， 已完善内控制
度，全面实施政府采购。如省卫生计生委督促省计划生

育研究所将所有药品转至省药品集中采购交易平台采
购， 今年7月开始对药品与耗材全部实行政府采购；省
贸促会出台了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二是政府采购不规范的7个部门，进一步规范了招
投标行为。如省信访局完善了政府采购制度，将原负责
基建工程的工作人员调离了工作岗位； 省环保厅全面
落实企业在线监控的主体责任， 城镇污水处理厂在线
监控系统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将全部由企业自行承担。

（九）关于“部门决算收支不准确”的
问题

一是决算收入不实的4个部门中，3个部门补记少
计的收入806.99万元，1个部门减计决算收入188.41万
元。如省供销社督促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已将考证
收入、自考收入等716.98万元调至教育事业收入科目；
省机关事务局将省社保局代省财政拨付的退休人员
工资计入其他应付款，减计其他收入188.41万元。

二是决算支出不实的9个部门，有3个部门补计决
算支出1011.6万元，另6个部门减计决算支出277.48万
元。如省供销社督促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将考证支
出等946.74万元调至教育事业支出科目；省高院已将
垫付的湖南觅你酒店水电费用84.6万元收回并冲减基
本支出。

三是决算支出列示不准确的3个部门， 已调整相
关账务。如省统计局已将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等
17个项目支出决算草案数调整为与账面支出数一致。

（十）关于其他问题

一是信息公开不完整、不细化的2个部门，已按要
求公开了相关信息。其中：省机关事务局已将网站更
新丢失的专项资金分配信息， 重新在局门户网站公
开； 省残联已将残疾人康复等3项省级专项资金申报
流程、评审及分配结果在网上公开。

二是省红十字会对未纳入单位财务核算的
565.29万元捐赠物资，已补记入账。

三是违规担保或违规出借资金的2个部门中，省
环保厅督促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归还了中信
银行贷款1000万元，解除了其担保责任；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已督促新农村基金会全面整改到位。

三、重点专项审计整改情况

（一）扶贫审计
1．关于“一些县市精准识贫等基础工作不够扎

实”的问题。
一是安仁等18个县市以审计指出的问题为导向，

逐户甄别、分类处理，共清理清退“四类人员”40422人。
二是宜章等3个县市已将优亲厚友纳入的不符合

建档立卡条件的人员全部清理清退， 并对8名村干部
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

三是涟源市对全市农户收入进行了全面核实，已
将不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扶贫对象进行清理清退。

2.�关于“一些县市扶贫项目实施缓慢”的问题。
一是凤凰等7个县市对未实施的重点产业项目采

取调整项目内容、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式，加快项
目推进，已完成重点产业项目8个，正在实施的重点产
业项目3个， 拨付资金6518万元， 资金拨付进度为
80.3%。

二是保靖等15个县市加大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的组织实施力度，保靖等12个县市已完成计划，新田
等3个县市年底前可交付使用。

3.�关于“一些县市落实扶贫政策存在薄弱环节”
的问题。

一是平江等9个县市已督促产业项目与贫困户利
益联结不紧密的项目经济组织进行分类整改。未签订
帮扶协议的，已全部补充签订；已签订帮扶协议的，重
新进行了审核和完善； 不符合贫困户利益帮扶的，重
新签订了协议；不能保障贫困户利益的，已收回财政
扶贫资金130.28万元。

二是茶陵等6个县市对取得小额扶贫贷款的帮扶
企业进行了清理。对未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或利益联结机制不合理的，完善了利益联结机
制；对不符合条件被清出的农户，将贷款转为商业贷
款，一律不再享受财政贴息政策；对未能与贫困户建
立利益联结的企业，收回信贷资金。

三是绥宁县农商银行已将转为定期存款的小额扶
贫贷款本金213万元全部收回，贷款所产生的利息全部
由县农商行自行承担，国家的贴息全部返还给农户。

4.�关于“一些县市对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一是绥宁等11个县市对超标准、超范围或重复发

放扶贫补贴的问题，已整改。对错误的信息已在系统
内进行了更改， 对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已清理出档，
对不该发放的扶贫资金已追回。

二是涟源等17个县市加快了项目进度，已拨付使
用2.35亿元，上缴县财政扶贫资金专户1388.93万元。

三是安仁等7个县市选址、设计、培管养护和后期
管理不到位的扶贫项目，已整改到位。

（二）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1.�关于“部分市县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支持政策未
落实”的问题。

一是常德等11个市县已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
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5798.93万元。

二是邵阳等2个市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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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2.�关于“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使用不合
规”的问题。

邵阳市已将使用不合规的767.69万元归还市保
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 沅江市已将使用不合规的
263万元收回财政。

3.�关于“部分市县保障性住房分配不规范”的问题。
一是对津市等15个市县区369户骗取住房保障待

遇的、 衡阳市珠晖区等37个市县区978户因条件变化
而不应继续享受住房保障待遇的保障对象，进行清理

核实，收回违规领取的资金，清退违规享受的保障房。
二是郴州市苏仙区等17个市县区已取消了136户

危房改造资格，追回了96户补助资金118.26万元。
4.�关于“部分保障性住房未有效使用”的问题。
一是双牌等11个市县区已收回被占用的318套公

租房。
二是浏阳等10个市县区已将空置的3101套保障

性住房全部配租入住。

（三）住房公积金审计

1.�关于“公积金欠缴较多、缴存差距较大”的问
题。

一是长沙等6市加大了政策宣传和执法力度，已
追缴欠缴的公积金5.58亿元。

二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求各市州严格执行住
建部的有关规定， 规范缴存比例和困难企业缓缴程
序。

2.�关于“公积金使用存在套取、多提多贷”的问
题。

一是长沙、益阳两市已追回被套取的住房公积金
82.31万元，除2人76.2万元因家庭困难无法追回外，其
余未追回的68.48万元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已下发督办函，要求各市
州严格执行公积金个人贷款“保一限二禁三”调控政
策，加强贷款审批，杜绝多提多贷等情况再次发生。

3.�关于“增值收益违规用于平衡财政预算、购买
和装修办公楼”的问题。

各市州按照财政部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
规定，已将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医疗保险基金审计

1.�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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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一是永州市零陵区等7个县市区城乡低保人员等
困难群体已有5296人纳入了城乡居民医保。

二是慈利等11个县市区非公有制企业、派遣公司
未参保的农民工中，有2037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4966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5254人正在办理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468人正在核实。

2.�关于“医疗保险基金未及时足额征缴，存在少
征少缴等现象”的问题。

慈利等9个县市区已补缴医疗保险费1902.81
万元。

3.�关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使用不合规”的问题。
一是安化等2个县市区已将挤占的医疗保险基金

274.37万元全部退至医保基金专户。
二是益阳市赫山区等5个县市区已将挪用的医疗

保险基金4519.64万元退至医保基金专户。
4.�关于“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骗取套取医保

基金”的问题。
一是益阳市等地40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将违规收

费575.24万元退至医保基金专户。张家界市永定区有
122.15万元正在清退追缴。

二是安化县等地77家定点医疗机构已退回违规
收取的诊疗项目和医用服务设施费用550.59万元。

三是祁阳县等地23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将骗取套
取的医保基金79.91万元全部退至医保基金专户。

（五）高速公路跟踪审计

1.�关于“项目建设超概算较普遍”的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和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制

定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项目前期工作等管
理办法，投资控制水平进一步提升，除永吉高速等个
别项目外，新开工建设项目可基本实现不超概算。

2.�关于“部分项目勘察设计不到位”的问题。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深化前期勘察设计

和外业调查，加强精细化管理，严格施工图审查，减少
重大设计变更发生。 永吉高速等2个项目已与地方政
府协调，将闲置土地进行统筹规划，用于置换该项目
沿线附属设施建设用地等。

3.�关于“部分项目重复计费”的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和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已

与原设计单位进行协商，正重新核定费用，核定后据
实扣回多计的设计费。

4.�关于“部分项目工程变更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一是永吉公司已将软基处理6份工程变更合并上

报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目前已完成审批程
序；南岳公司要求施工方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将两份
变更合并申报，已完成审批。

二是马安高速等4个项目公司已全部补齐了相关
资料，省交通运输厅已督促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
司成立工程设计变更督查办公室，加强对工程变更的
管理。

5.�关于“部分项目公司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一是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等3个项目公司预付给

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材料款或借款7000万元，已全部
扣回。

二是炎汝高速项目公司已通过司法途径，将多付
的工程款及违约金5252.43万元追回。

三是汝郴高速等3个项目公司对往来款项进行了
全面清理，已收回预付款等2965.76万元，其余1631.18
万元将在后续结算中扣回。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
工委的大力指导下，省审计厅严格按照“三个区分
开来”的要求，切实督促抓好审计整改，各责任部
门、责任单位主动作为、积极配合，审计工作报告中
指出的问题绝大部分得到了有效整改。一时难以整
改的问题和一些尚在查处中的案件，省审计厅将继
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 持续督促整改落
实， 并将后续整改情况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作出审计机关应有的贡献！

关于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情况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的报告

———2017年11月27日在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省审计厅厅长 胡章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