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21 年 9 月 3 日在平顶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市审计局局长 马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度

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今年的审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

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批示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审计委员会的工

作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重大政策措施

落实、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保障等方面，加大审计监督力度。

审计结果表明，2020 年，全市上下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认真执行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议，在抗疫

情战风险中破冰前行，在抓“六稳”促“六保”中砥砺奋进，

在抓大事谋长远中善作善成，我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市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良好。

一、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市级决算草案审计情况

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 2020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

收入预算为 60.72 亿元，实际完成 57.01 亿元，加上其他收

入等，收入合计为 101.57 亿元。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 74.32



亿元，执行中预算调整为 86.56 亿元，实际完成 82.85 亿元，

加上其他支出等，支出合计为 97.86 亿元。当年预算结转下

年支出 3.71 亿元。

2020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50.86 亿元，实际

完成 44.94 亿元，加上其他收入、上年结余结转等，减去补

助区级收入，收入总计为 42.91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为 58.57 亿元，执行中调整为 40.62 亿元，实际支出 37.89

亿元，加上其他支出、上解上级支出等，支出合计为 40.18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73 亿元。

2020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1050 万元，实

际完成 1050 万元，使用中统一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

执行中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5 万元，支出预算调整为 15万元，

实际支出 15 万元。

2020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136.15 亿元，

收入完成 78.26 亿元。支出预算为 130.45 亿元，支出完成

79.41 亿元。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45.62 亿元。

（二）对市财政局组织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1.预算编制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预算编制不细

化，代编预算未细化到具体项目，涉及金额 1.59 亿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未单独编报具体支出项目，而是与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混编混用。二是预算编制不完整，市属国有企业利润

上缴缺乏监督管理机制，对部分利润收入较高的企业未编制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部分政府部门或机构直接管理的企

业底数不清，监管不到位，企业利润未按比例上缴。三是预



算编制不合理。对上年度有结余的项目，2020 年在未核减相

关预算的情况下继续向这些项目安排资金。

2.预算执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部分应提前下达

的转移支付资金当年未及时下达。二是已批复的预算项目用

款计划下达不及时。三是预算追加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

3.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绩效管理不

完善。部分项目在未设置绩效目标的情况下仍获批预算资金

27.66 亿元。二是部分专项债券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2020

年5个政府新增债券项目资金支付不及时，结存率达85.61%。

4.非税收入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非税收入上

缴不及时。二是未经国库审批，直接从非税收入专户办理退

款。三是部分非税收入长期挂账未清理。

（三）市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1.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够到位。一是压减一般性支

出政策执行不到位。二是 70 家单位存在基本支出挤占项目

支出用于弥补公用经费的问题。三是 8 家单位结转 2 年以上

的项目资金未收回财政统筹使用。

2.财政收支管理不够规范。一是 2 家单位存在应缴未缴

财政收入的现象。二是 116 家单位的 213 个项目预算执行率

偏低。三是“三公”经费管理不规范，存在使用公务接待费

用列支其他费用以及套取资金用于加油卡储值的问题。

3.国有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是资产

管理有待完善。7 家单位存在资产账实不符；10 家单位的 13

处办公用房未经审批擅自对外出租。二是资产统筹利用推进



力度不够。由于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底数不清，权属不

明，资产管理工作推进缓慢，市级国有资产未形成集中有效

的统一管理。三是政府采购管理有待加强，5 家单位存在超

预算办理政府采购的现象。

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一）新增财政直达资金及抗疫特别国债管理使用审计

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缓慢。

6 个县（市、区）应急保障资金支付不及时。二是 1 个县未

将已支付的直达资金录入监控系统，导致账实不符。三是 6

个县（市、区）涉及疫情防控的 7 个公共卫生项目整体建设

进度滞后。

（二）产业集聚区发展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 6 个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等规划

不衔接，导致集聚区规划工业用地减少 6501.75 亩。二是优

惠政策落实不到位。6 个产业集聚区未出台“招才引智”的

具体措施。三是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不及时。6 个县（市、区）

财政部门、4 个县（市、区）主管部门未及时下拨产业聚集

区内企业的专项资金。

（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审计情况。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扶贫行业资金占产业扶贫资金的比例偏

低，行业扶贫的辐射带动能力需巩固加强。二是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仍有较大空间，3 个县（市）27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村级污水处理设施等建设项目闲置，财政资金发挥效益不明

显。三是 2 个县（市）27 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推进缓慢。



（四）促进就业优先政策落实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创业扶持政策落实不精准。2 个县（区）向不符合

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二是就业补助资金支

出结构失衡。7 个县（市、区）就业补助资金多用于公益性

岗位补贴及相应的社会保险补贴支出，对提升劳动者就业技

能的支出相对较少。三是就业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效果不佳。

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应保尽保仍有漏缺。截至 2020 年底，3 个县（区）有

63 名低保人员等重点人群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二是违规支

付养老保险。市本级及 5 个县（市、区）有 32 人重复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 16.66 万元。三是基金账户管理不规范。市本

级及 9 个县（市、区）应退未退个人账户沉淀资金 439.58

万元。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参保政策落实不到位。市本级及 3 个县（市、区）特困

人员等重点人群有 317 人未参保。二是擅自扩大支付范围。

市本级及 8 个县（市、区）医保经办机构违规支付 83.53 万

元。三是违规收费。市本级及 9 个县（市、区）34 家定点医

疗机构违规收取诊疗费 15.38 万元。

（三）卫生健康系统重大政策落实和项目开展审计情

况。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实不到

位。6 家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补偿不到位。二是个别公立医

院医疗费用未管控到位。三是县级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进



展缓慢。2 个县（市）16 家标准化发热门诊项目整体建设进

度滞后。

（四）人防工程建设和易地建设费管理使用审计情况。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2 个县（市）未按照要求制定与城市

总体规划相适应的人防工程建设规划。二是易地建设费审批

环节管理不规范。三是收取的易地建设费长期结余未发挥资

金效益。

（五）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奖补资金审计情况。发现

的主要问题：一是 2 个县（市）收到的专项资金未及时拨付

到用款单位。二是 2 个县（市）220 套周转宿舍建设任务未

按期完成。三是 3 个县（市）周转宿舍建设、使用和管理监

督机制不健全，存在向不符合规定人员分配住房的现象。

四、“放管服”改革政策推进落实及优化营商环境审计

情况

（一）“放管服”改革政策推进落实审计情况。发现的

主要问题：一是部分政务服务事项未实现“一站式服务”。

二是 12 个部门未实现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的

要求。三是综合窗口占比未达到省定目标要求，部分事项未

真正实现“一窗受理”。

（二）优化营商环境审计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支持企业稳定发展力度不足。2 个县（市）未设立地方融资

担保基金，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风险补偿机制不健

全。二是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工作还需加强。2 个区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环节尚未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三是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1034.92 万元。四是未按规定执行

疫情防控期间对承租国有企业房屋租金的减免政策。

五、重大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对 27 个市本级投资建设项目开展了工程决算审计，涉

及政府投资 5.61 亿元，审减工程资金 6811 万元，占投资额

的 12%。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率

较低。二是公共停车设施建设滞后，未按规划实施建设。三

是城市交通路网建设存在短板，打通断头路项目完工率不

高。

六、审计查出问题的初步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部门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

提出了处理意见和建议，市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整改情况，召

开了审计整改联席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单位和部门认真整

改，审计整改的详细情况将按要求于年底前向市人大常委会

作专题报告。

七、审计建议

一是坚持依法理财管财，进一步强化预算编制、执行、

管理和监督工作。

二是提高执行力，确保中央和省、市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到位。

三是完善民生保障机制，促进重大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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