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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级部门 201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有关规定，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4 月 10 日，省审计厅对国库集中支付数据和财务核

算集中监管系统账套等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组织对 102 个省级

部门 201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并延伸审计 65 个

所属单位。审计结果表明，102 个部门及单位 2018 年度预算收

支基本遵守了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

本符合会计法及有关财会制度规定，部门预算执行规范化程度

不断提高，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但审计也发现在预算编制

与执行、政府采购、非税收入、绩效管理、资产管理、“三公

经费”及会议费、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详见附后清

单）。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告知被审计单位并提出了处理意

见及具体整改要求。对预算编制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

相关被审计单位进一步做细、做实、做准部门预算，提高项目

支出预算精细化水平，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措施，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对政府采购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被审计单位规

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采购流程的控制和管理；对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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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被审计单位及时、足额将相关

非税收入上缴财政，避免形成财政资金沉淀；对绩效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要求相关被审计单位重视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严

格按要求申报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价并做好相关信息公开工

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对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求相关被审计单位及时结转在建工程，按规定将软件资产登

记入账，定期对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确保资产信息的准确完整；对“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内部控

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被审计单位进一步规范“三公经费”

及会议费管理，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各单位正在积极组织整改。

附表：102 个省级部门 201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查出问

题清单

http://zfxxgk.beijing.gov.cn/110024/jggs52/2018-09/07/e04717065fa0475a94757726c1170047/files/9aaf5fff329d420e9fb16b24e0e09bad.PDF
http://zfxxgk.beijing.gov.cn/110024/jggs52/2018-09/07/e04717065fa0475a94757726c1170047/files/9aaf5fff329d420e9fb16b24e0e09b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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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2 个省级部门 2018 年度

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查出问题清单
序号 审计查出问题 涉及单位

1
有 15 个部门及单位 2018 年度未将利
息、租金等收入编报预算，涉及当年度
收入 2723.65 万元

省交通运输厅 省社科院 省社科联 省贸促会 省委老干
部局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工商联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 省科协 省文联 省体育局 省生态环境厅 省统计局
省港澳办 省发展改革委

2
有 49 个部门及单位 187 个当年度安排
的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低于 30%，涉及
未执行资金 3.77 亿元

省档案馆 省检察院 广东画院 省公安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水利厅 省委党校 省供销社 省民政厅 省核工业地质
局 省农业农村厅 省市场监管局 省体育局 省残联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法院 省委办公厅 省商务厅 省
地质局 省委政法委 省委组织部 省财政厅 省委统战部
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广播电视台 省文联 省广电局 省教
育厅 省司法厅 省委政研室 省社科院 省贸促会 省工
商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政府办公厅 省委编办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省委宣传部 省纪委监委机关 省委外办 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社科联 省社会主义学院 省红十字
会 省委老干部局 省九三学社 省作协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台盟

3
有 52 个部门及单位 277 个上年结转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低于 50%，涉及未执
行资金 6.22 亿元

省福彩中心 省残联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健
康委 省委办公厅 省检察院 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安厅
广东画院 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 省体育局
省社科院 省司法厅 省法院 省委统战部 省参事室 省
委政研室 省统计局 省委政法委 省政协办公厅 省自然
资源厅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商务厅 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 省核工业地质局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研究
中心 广东广播电视台 省委党校 省委外办 省文联 省
体彩中心 省作协 省农科院 省农业农村厅 省生态环境
厅 省委宣传部 省水利厅 省台湾同胞联谊会 团省委
省政府办公厅 省侨联 省红十字会 省广电局 省科协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地质局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
财政厅 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4
有 6个部门及单位存在虚列支出、提前
支付、以拨代支等行为，涉及金额
1285.16 万元

省农业农村厅 省民政厅 省社科联 省委台办 广东司法
警官职业学院 省供销社

5
有 4个部门及单位向下属单位转移办公
用房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及人员经费
等，涉及金额 577.32 万元

省社科联 省发展改革委 省供销社 省委统战部

6
有 11 个部门及单位 2018 年度实际发生
政府采购 3845.93 万元，年初未编制政
府采购预算

省政协办公厅 省科学院 省文联 省委宣传部 省委政法
委 省科协 省民盟 省卫生健康委 团省委 省民进 省民
建

7
有 3个部门及单位技术咨询服务类、设
备购置类等采购事项未履行政府采购程
序，涉及采购金额 640 万元

省水利厅 省政协办公厅 省生态环境厅



— 4 —

8
有 12 个部门及单位 31 个政府采购事项
的合同签订时间早于采购计划备案时间

省水利厅 广东警官学院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广东广播
电视台 省民盟 省科学院 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 省司法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委宣传部 省
贸促会

9

有 67 个部门及单位 669 个政府采购事
项的合同备案时间晚于合同签订时间 7
个工作日以上，审计抽查发现有 1个部
门的 1个采购项目，合同签订晚于备案
时间 315 天

省生态环境厅 省参事室 省科协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 省社科院 省水利厅 省教育厅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
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科技厅 省社会主义学院 省作协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国资委 省委党校 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 省广电局 省民革 广东广播电视台 省代建局 省体
彩中心 省民政厅 省致公党 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
省妇联 省工商联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省计划生育协
会 省科学院 省农科院 省侨联 省委组织部 省有色金
属地质局 省残联 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广州海事法
院 省公安厅 省委政法委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省司法厅
省委外办 省体育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政协办公厅 省交
通运输厅 省委宣传部 省委统战部 省贸促会 省港澳办
省商务厅 省社科联 团省委 省政府办公厅 省自然资源
厅 省地质局 省核工业地质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纪
委监委机关 省应急管理厅 省审计厅 省统计局 省发展
改革委 省发展研究中心 省文联 省福彩中心 省法院

10

有 8个部门及单位 26 个政府采购事项
未及时签订采购合同，自中标、成交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超过 30 日才签订政府
采购合同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水利厅 广东广播电视台 省
福彩中心 省体彩中心 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 省交通运输
厅

11
有 28 个部门及单位 1889 个政府采购事
项在支付采购资金时，未按规定关联对
应的政府采购合同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社科院 省文联 省黄埔军校
同学会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农工
党 省作协 省民建 省民革 省致公党 省财政厅 省妇联
省计划生育协会 省农科院 省侨联 省有色金属地质局
省残联 省司法厅 省委党史研究室 省委台办 省市场监
管局 省政协办公厅 省直机关工委 省港澳办 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省统计局 省发展改革委

12

有 4个部门及单位的 1.56 亿元非税收
入未及时上缴财政，其中包括：彩票公
益金等收入 9264.3 万元、利息收入
5837.65 万元、临时占用土地补偿收入
462.57 万元、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20.3
万元

省体彩中心 省福彩中心 省体育局 团省委

13
有 4个部门及单位未按要求申报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

省红十字会 省台盟 省九三学社 省委统战部

14
有 8个部门及单位未申报 39 个 500 万
元以上或事业发展性项目的绩效目标

省广电局 省代建局 省农业农村厅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省委老干部局 省检察院 省委办公厅 省司法厅

15
有 5个部门及单位申报了整体绩效目标
但未按要求进行公开

省核工业地质局 省有色金属地质局 省冶金产品质检中
心 省地质局 省生态环境厅

16
有 10 个部门及单位未按要求对 36 个项
目开展绩效自评

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 省文联 省残联 省法院 省检察院
省委办公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农业农村
厅

17
有 11 个部门及单位开展了绩效自评但
评价结果未按要求进行公开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省教育厅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农工党 省社会主义学院 省地质局 省文联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省广电局 省台盟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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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 12 个部门及单位资产账实不符，其
中少计 138 处房产、涉及建筑面积
15.64 万平方米，少计 4处地块、涉及
土地面积 10.37 万平方米

省民政厅 省委党校 广东广播电视台 团省委 省有色金
属地质局 省自然资源厅 省地质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地
方志办 省广电局 省供销社 省作协

19
有 2个部门及单位资产账账不符、账表
不符，涉及金额 1391.14 万元

省农业农村厅 省农工党

20
有 7个部门及单位 35 项在建工程已投
入使用，但长期未结转固定资产，涉及
投资总额 17.31 亿元

省市场监管局 广东广播电视台 省农业农村厅 省体育
局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检察院 省国资委

21
有 17 个部门及单位 4347.61 万元软件
资产未纳入资产账管理

省民政厅 省法院 省水利厅 省委政法委 省自然资源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委组织部 省广电局 省供销社 省
残联 省科协 省检察院 省核工业地质局 省代建局 省
委政研室 省民进 省地方志办

22
有 1个单位 1处 12.23 万平方米的土地
资产对外出租未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广东广播电视台

23
有 4个部门及单位未定期对资产进行清
查盘点

团省委 省委党史研究室 省台盟 省审计厅

24
有 2个部门及单位部分资产闲置，涉及
23 处房产建筑面积 0.74 万平方米、1
处地块土地面积 1.01 万平方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广东广播电视台

25
有 3个部门及单位超预算列支“三公”
经费及会议费，涉及金额 97.85 万元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社科联 省供销社

26
有 9个部门及单位在其他科目列支“三
公经费”及会议费，涉及金额 119.23
万元

省政协办公厅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团省委 省社科联
省委台办 岭南画派纪念馆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
九三学社 省档案馆

27
有 3个单位 62 次接待活动无公函或邀
请函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冶金产品质检中心 省作协

28
有 1个部门 5次会议费报销凭证未附参
会人员签到表

省港澳办

29
有 1个单位未按规定编制年度会议计
划，涉及会议费支出 48.10 万元

省社科联

30

有 9个部门及单位 12 项内部控制制度
不健全，未按要求制定部门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因公出国（境）以及资产管
理制度

省社科联 省红十字会 省台湾同胞联谊会 省委党史研
究室 省委外办 省台盟 省供销社 省地质局 省委统战
部

31
有 5个部门及单位的 20 个银行账户截
至 2018 年底未经省财政厅审批或备案

省福彩中心 省有色金属地质局 省自然资源厅 省地质
局 省市场监管局

32 有 4个部门及单位尚未实行公务卡结算 省教育厅 省广电局 省卫生健康委 省自然资源厅

33
有 12 个部门及单位未按规定制定本部
门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管理办法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省农工党 省社会主义学院 省
民政厅 省工商联 省应急管理厅 省残联 省台湾同胞联
谊会 省政协办公厅 省体育局 广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
省科协

34
有 14 个部门及单位未严格执行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涉及应采用公务卡而使
用现金支付 310.78 万元

省卫生健康委 省委办公厅 省地质局 省农科院 省妇联
省九三学社 省残联 省工商联 省民革 省冶金产品质检
中心 省贸促会 省科学院 省应急管理厅 省有色金属地
质局

35
有 9个部门及单位未将全部公务卡使用
情况纳入省级公务卡管理系统

省残联 省委办公厅 省体育局 省市场监管局 省发展改
革委 广东广播电视台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教育厅 省自
然资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