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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曹娴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
项新的审计制度， 省审计厅在实施审计项
目的过程中， 发现存在三大现实困难：

一是技术壁垒短时间内难以跨越。 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涉及的
内容需要了解国土、 住建 、 林业 、 水利 、
安监、 环保等部门规划及行政管理、 资源
保护与利用审批等相关知识， 审计人员仅
通过临时培训和学习， 业务素质、 技术能

力均难以完全达到审计要求。 同时， 审计
人员对测绘地理信息等专业是外行， 难以
对影像、 矢量数据等进行专业解读。

二是审计资料收集难度较大 。 目前 ，
我省尚未建成完整的系统性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 而地方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数据比
较分散 、 不齐全 ， 且数据参数系统不统
一， 难以进行套合比对， 加大了审计取证
和准确定性的难度。

三是评价基础缺乏数据支撑。 自然资
源资产缺乏成熟、 统一的市场定价、 货币

计量、 数据分析、 产效评价等计算基础 ，
自上而下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自然资源资
产核算体系 ； 自然资源资产权属比较复
杂， 各地执行政策也有区
别， 造成责任主体追究复
杂化。

目前 ， 省审计厅正在
与国土部门协商， 就审计
部门对国情地理信息系统
的成果转化利用情况商定
合作框架， 积极解决今后

大数据审计的技术瓶颈。
省审计厅建议， 尽快搭建湖南省自然

资源审计数据平台， 全面收录土地资源 、
森林资源、 水资源、 生态环境资源等相关
数据， 设计相关专业法规、 资料需求、 操
作流程等模块， 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在全
省铺开夯实基础。

� � �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
点，最终和最重要的目的，是围绕领导干
部执行自然资源政策法规情况和所辖区
域自然资源管理、保护、利用情况，对领
导干部开展综合评价， 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强化领导责任意识，促进
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的认定，需慎之又慎。”省审计
厅分管资源环保审计工作的巡视员方再
启说。

首先，定量不易。自然资源资产本身
就存在定量分析、质量评价困难的问题。
同时，很多领域存在无数据可用、部门数
据相互不衔接、数据信息不完整、有数据
也不会用等技术障碍。

定性也不易。方再启说，领导干部有
关自然资源资产的决策、执行、保护、毁坏
等行为，需要审计人员仔细甄别与把握，需

要注意党政区分、责权一致。责任分直接责
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三种情况，若是直
接责任，要问责；是主管责任，则涉及其个
人年度考核、提拔任用；是领导责任，就需
要建章立制，对相关人员问责。

目前我省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的评价标准分为五等： 好、较
好、一般、较差、差，作为领导干部考评考
核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些共性问题或重大问题，会上报
省委、省政府，要求督促整改。”方再启
说，目前审计向相关部门移送了株洲市、
怀化市的共7起案件线索，纪检监察部门
累计立案12起，17人次受到处理处分。

两年审计试点出具《审计报告（意
见）》6份， 较全面地反映了审计试点取得
的成果。由省审计厅实施的《株洲市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试点项目》 荣获审计署2017年度全
国地方表彰审计项目和2017年度全省优
秀审计项目。 全国仅3个同类型审计项目
获得审计署评优表彰。

2017年底，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标志着一项全新的、 经常性的审计制度
已经建立。

省审计厅党组书记、 厅长胡章胜介
绍， 我省将成立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组
织、协调、推进这项工作。我省审计机关
拟对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的地方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以及承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门（单位）的主要领
导干部， 同步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 全面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领
导
干
部
离
任
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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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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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彭雅惠 通讯员 兰志荣

按照中央要求，2018年起， 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湖南先行
一步。

早在2015年，国家审计署选定娄底市作为全
国首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单
位之一， 湖南省审计厅和娄底市审计局积极配
合、参与，开始探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路径。

2016年和2017年，我省分别选取株洲市、嘉
禾县、新晃侗族自治县和怀化市、武冈市、凤凰
县，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2年多探路， 对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算“生态
账”，湖南摸索出了怎样的方法与经验？

� � � � � � �审什么？
“审天、审地、审空气”

审计部门，一般是审资金、审项目。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个新事

物。
到底审什么？

“我们开玩笑说是审天、审地、审空气。”省审
计厅资源环保审计处处长张勇笑着说。

根据中央的方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试点的对象，主要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主要领导干部， 涉及的重点领域包括土地资源、
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大气
污染防治等领域。主要围绕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
期间，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情况开展审计试点，进行审计评价，界定领导
干部应承担的责任。

2016年，我省启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试点。

2016年4月， 省审计厅成立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厅党组书
记、厅长胡章胜任组长。

2016年8月，《湖南省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实施方案》出台。

胡章胜介绍，中央的方案要求地方应坚持因
地制宜、重在责任、稳步推进的原则，我省没有一
下全面铺开， 而是一个年度选取一市两县试点，
边试行、边总结、边推广。

试点市、县的选取都是聚焦“重点”———重点
地区、重点资源、重点问题。如，株洲市是毗邻湘
江的老工业城市，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大气污染
防治是重点；嘉禾县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土地
资源和矿产资源需要重点关注；新晃属于老少边
穷地区，凤凰县是旅游县，生态保护很重要。

审计内容主要关注五个方面：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生态红线考核
指标以及有关目标责任制的完成情况；与自然资
源资产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 开发利用与保护情况；自
然资源资产相关资金的征收、管理和分配使用情
况；生态环境保护预警机制的建立与执行情况。

“试点实施方案充分结合我省实际，体现了
湖南的特点和特色。”胡章胜介绍。

在“审计重点”中，增加了湘江流域等具有地
域特色的审计内容；在“试点目标”中，增加了“总
结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经验，揭示自然资源资产在
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风险隐患”的内容；在实施部分，明确各部门
对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和制度保障；在“探索
运用审计试点结果”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湖
南省重大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等制度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 � � �在省审计厅资源环保审计处，财务、
会计专业并不是主力，8名专业人员中有
3名学环境工程专业， 另外还有学建筑
的、搞工程的。

面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 资源环保审计处有充分准备。2名环
境工程博士曾全程参与审计署在娄底市
开展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试点； 还有工作人员被选派参与审计署

层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
度顶层设计、操作指引编写等相关工作。

“首先开出资料清单。”省审计厅资
源环保审计处处长张勇说， 主要查看当
地的耕地、林地保有量是否达标，环境治
理项目的完成情况；看国家出台的规划、
文件，地方上是否有相应的配套政策、落
实举措等；查看当地党委、政府近3年的
相关会议纪要，领导决策是否合理，是否
存在“一言堂”；查看自然资源资产相关
项目进展如何、治理资金是否及时到位、
项目实施是否有实效等。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却不小。
“宁可浇透一点，不必浇湿一片。”自

然资产资源覆盖领域广泛， 需要关注的
单位部门众多，而审计力量有限，每个试
点地区会选取一至两个最关注的重点。

技术上也存在难点。隔行如隔山，耕
地、 林地数据如何确保真实性？ 山高路
远，矿山开发、生态红线划定的实际情况
如何一一核实？

张勇介绍，审计组联合省国土资源
规划设计院遥感中心，在审计现场同步
开展数据收集、分析，利用遥感技术核

实资源量变化情况；调派专业无人飞机
对矿山环境恢复、生态红线管控等情况
进行了大范围的延伸调查，借助航拍分
析成果， 为审计组提供了可靠技术参
数。

鉴定自然资源资产的质量和开发程
度，也用上了专业手段。新晃对全县耕地
质量进行了抽查， 布点送检203个土壤
样品；嘉禾县委托中介机构对19个已经
关停的矿山实际开采量进行勘测等。

技术手段之外， 还是离不开审计人
员的“火眼金睛”。

怀化市自备水源用户管理分属2个
部门，但底数不清，水利部门说有20多
家，自来水管理部门说有30多家。审计
组对全部使用自备水源的用户单位逐一
调查， 发现其中仅有3家装了计量表，其
他的都没有安装。 省审计厅资源环保审
计处副处长刘小澜说， 这是典型的管理
缺失造成国有资源损失。

为摸清楚是否存在土地闲置问题，
审计组用近1个月时间，将试点地区株洲
市3年内的批地、供地情况收集并逐一列
表、比对，确保无一遗漏。

审“生态”面临三大“考验”■相关链接

怎么审？
专业手段＋“火眼金睛”

如何评？
“责任的认定，需慎之又慎”

○●2
○●1

○●3

制图/李珈名

■案例分析

溆浦：
创新县级层面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曹娴

怀化市溆浦县均坪镇长坪村，“为害” 数年的
非法砖瓦厂消失无踪，村民正忙着对采空区回填，

“准备开春复耕。”村民罗治社说，烟囱倒了，刺鼻
的气味再也没有了，大伙儿拍手称快。

这个变化， 得益于溆浦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成功实施。

“溆浦县国土面积3440平方公里，境内蕴藏
丰富的水、土地、林木、矿产等自然资源资产，非常
适合开展试点探索。”溆浦县审计局局长张小鸥表
示，实施“生态审计”对于保护县内自然资源资产
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2016年12月，“生态审计”
试点在县西北均坪镇拉开序幕。

基础“功课”先得做足。
溆浦县根据改革发展定位、 自然资源资产禀

赋特点和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制定出《溆浦县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暂行办法 (试行)》，让
审计试点有章可循；从县审计局、国土资源局、环
保局、统计局等相关部门抽调专业骨干，组建成立
审计专家库，令审计试点有“智”可依；审计人员先
后下乡开展调查200多人次，有重点、分步骤地调
查均坪镇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变
化情况，初步摸清“家底”，使审计试点有据可查。

最终，确定首轮试点重点对2013年至2016年
10月底均坪镇内实物量发生较大变化的土地、水、
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以及
水、大气和土壤等重要环境保护领域进行审计。

破解难题还需创新。
针对乡镇一级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能集中在

县直相关部门的实际情况， 溆浦县拓展了审计对
象范围，一方面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将各乡镇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作为第一类审计对象； 另一方面全
面分解责任，将住建、国土资源、林业、水利、环保、
水产畜牧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部门作为第二类审
计对象。一张“纵横交错”的审计网构建起来，定责
追责有了明确指向。

为避免“今天审经济，明天审生态”的窘境，提
高审计质量，溆浦县采用“1+N”方式，对乡镇党
委、 政府主要负责人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审计的同时，进行经济责任离任审计，形成综合审
计成果。

为强化审计成果，推行“六边推进”的工
作方法，边测量、边分析、边审核、边排查、边
汇报、边整改。

为防止发现问题叠合或交叉， 审计组召
开“联合会议”，将审计发现的问题逐一归类
到国土管理、矿产开采、水资源利用、森林保
护、空气污染等五个方面，然后再进行客观评
价，确保定性准确、定责到人。

通过审计试点，2017年溆浦县发现48项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的问题，砖瓦厂空气污染是其中之一。根
据民众反映， 审计组专门对县内居民区和学
校附近的砖瓦厂周边空气质量进行了检测，
发现排放有害气体超标， 溆浦县据此专门出
台了整改方案， 责成全县72家砖瓦厂全面停
产整改，非法砖瓦厂则进行拆除。

目前， 县审计组向12家单位送达了整改建
议函；完成2篇审计报告，纳入领导干部个人档
案，作为领导干部任用、处理时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