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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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均对做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作出了重

要批示。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

发了《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意见》进行解读，这些均为做好审计整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营造

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与往年相比，2018 年度审计整改工作主要有以下特点。一

是整改力度更大。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

要求各地和各部门单位严格执行两办转发的《意见》精神，认真落实整改主体责

任，对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任务清单，逐条研究、逐项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将审

计整改纳入政府督查督办内容，下发整改通知，并根据对账销号情况，对未能如

期整改的问题进行督查。二是整改措施更实。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审计查

出问题，要事事有交待、件件有落实”的审议要求，被审计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层层抓好落实。相关主管部门及时跟踪、督促、指导本

行业的整改。对能够整改的，加快整改进度，尽快整改到位；对涉及体制机制的，

加强沟通协调，推动研究解决；对在短时间内确实无法整改到位的，讲清原因，

明确措施，做好跟踪督查。三是整改效果更好。本次整改任务清单共涉及问题

296 个，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整改 281 个，整改率 94.9%。同时，审计部门

还积极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单位，强化对审计查出问题特别是共性问题的分析研

究，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针对推动扶贫政策

措施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建设统筹管理和加强内部控制等，

相关地区和部门单位已出台文件制度 80 余项；为进一步推动“四好农村路”建

设，省有关部门正在对《江苏省农村公路条例》进行立法调研。

一、省级财政管理和决算草案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关于 21.1 亿元存量资金未能盘活使用问题。省财政厅已分类制定处理措

施，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用于太湖围网拆除、263 专项行动补助等 14.26 亿元，

调入 2019 年预算安排使用 3.6 亿元，其余 3.24 亿元待项目清算后拨款。



2．关于一般转移支付中含有部分指定用途资金问题。省财政厅进一步完善

转移支付分配办法，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一是逐步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

加市县可用财力；二是除有明确规定外，原则上不增加专项转移支付；三是对基

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事权相关项目支出，或已明确基本标准与计算方法的资金，

根据实际情况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3．关于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少数项目实施缓慢问题。省财政厅督促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与有关方面加强协调，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积极

协调各创新中心尽快召开理事会，并将根据理事会决议，及时拨付创新中心经费，

推动项目尽快实施。

4．关于江苏大剧院开办费项目资金结存较大问题。省财政厅与省文化投资

管理集团公司、江苏大剧院进行了专题研究，将未使用的开办费调整用于解决江

苏大剧院在运转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功能缺失、安全性能不完备等问题，确保其安

全稳定运营。省财政厅将按照财政资金管理要求，督促江苏大剧院合理规范安排

好相关支出。

5．关于违规调节年度收入和收入混库行为时有发生问题。一是原省地税局

直属局已将延迟缴纳的税款解缴入库；二是对被挖挤的 8616 万元省级收入，省

税务局已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扣回，并责成南京市税务局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

责，同时列入 2018 年绩效考核管理。

6．关于部分非税收入解缴不及时问题。省财政厅已将 14.36 亿元解缴国库；

对10个单位未上缴的4.83亿元非税收入，截至2018年 12月底已上缴4.7亿元，

擅自改变分成比例留存市县财政的 1303.4 万元考务费，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已

经核批调整了上缴标准，不再收回。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1．关于部分单位落实政务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和整合共享要求不够问题。截

至 2018 年 12 月底，涉及该问题的 30 家单位，结合机构编制调整，已对 466 个

信息系统进行了清理整合。同时积极推进信息系统共享，按要求编制了数据资源

目录，接入省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其中 27 家单位成功推送了数据资源，目前

有 566 个系统实现了部门间或单位内部共享。



2．关于部分单位政府采购政策执行不严问题。涉及的 12 个部门单位，都进

一步加强了采购管理，规范了采购程序。省航道局出台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并成

立购买服务工作组；省住建厅召开专题会议，约谈相关负责人；省地税局提前预

判，做好统筹，确保采购时间和项目时间一致。

3．关于财政资金沉淀下属单位，2018 年 4 月底仍结存 13.14 亿元问题。截

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拨付 10.76 亿元，未拨付的 2.38 亿元主要为项目尾款和

未完成项目款等，相关部门单位正在抓紧实施，尽快完成资金拨付。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方面。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查出的问题基本整改到

位，无锡、苏州、泰州 3市整改金额 4.28 亿元，相关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1．关于部分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不力问题。3市积极采取措施，对生

态红线区内存在违规建设项目或设施问题进行了整改，其中 17 处已整改到位，

无锡市还有 4处正在采取恢复原状等措施进行整改。对于各类规划不衔接、多规

合一推进缓慢的问题，有关市已就相关问题申请规划调整。

2．关于部分地区污染防控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无

锡、苏州 2市就规范污泥管理出台了制度，建立了实时监控机制；泰州市对废水

偷排偷放事件进行了查处，并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

3．关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问题。截至 2018 年 12 月

底，苏州市 2.35 亿元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已经落实了具体项目，4 个未完工

项目均已按规定处理；靖江市省级生态补偿转移补助资金 662 万元已落实了项

目。

（二）扶贫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方面。

截至2018年12月底，扶贫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已追责问责782

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 57 人。

1．关于部分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涉及 9 个县（区）未发放的困难学

生助学金，已全部补发；涉及 7个县（区）未享受减免政策等的高中生学杂费，

已得到落实；涉及 9个县（区）未落实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补助、“先诊疗后付



费”、纳入医疗救助“一站式”等医疗扶贫政策问题，已进行了整改；涉及 5

个县（区）违规办理的扶贫小额贷款，已全部追回。

2．关于部分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不够扎实，少数脱贫经济薄弱村

收入不达标问题。相关县（区）共核减不符合建档立卡条件人员 4045 人，并积

极通过特色产业引领、资产收益、基础提升等方式促进村集体增收，确保各村收

入达标、质量提升。

3．关于扶贫资金闲置，部分扶贫项目效益低下、推进缓慢问题。相关县（区）

对闲置的资金，已下拨或重新安排项目。同时加强项目运营管理，加大招引力度，

积极盘活资产，切实提高项目效益，125 个进度缓慢的扶贫项目，目前已经完工

或达到序时进度。

四、重点项目和资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专项审计方面。

1．关于农村公路养护经费的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建立，“重建轻养，以建代

养”情况较为突出问题。省交通厅督促各地加快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资金

保障机制，并会同省财政厅抓紧研究出台以奖代补的制度措施，持续加大对农村

公路养护的支持力度，以及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倾斜。常州、苏州、盐城 3市已基

本整改到位；其他地区正在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推动问题整改。

2．关于部分县农村公路建设债务负担过重，完成建设目标存在较大资金压

力问题。省交通厅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开展农村公路建设，严格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规范资金筹集，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对资金不落实和落实不

规范的农村公路项目，一律要求不得开工建设。各地结合实际，采取积极措施解

决农村公路建设债务负担过重问题，其中苏州、南通、常州、扬州 4市有关县（市、

区）多渠道筹集资金，制定债务化解计划，按年度落实化债任务。

3．关于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省级引导资金下拨不及时问题。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省级未下拨的 2.99 亿元引导资金已下拨市县，滞留在县级财政或交通

等部门的 1.69 亿元，全部拨付到项目单位。

（二）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方面。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查出的 220 个问题，已完成

整改 217 个，整改率 98.6%，涉及保障性住房 5.78 万套。



1．关于 59.98 亿元安居工程专项资金长期闲置问题。26 个市县已通过提前

还贷、支付项目工程款等方式安排使用 50.78 亿元，其余 9.2 亿元正在整改中。

2．关于部分专项资金被挪用或违规改变用途问题。用于人员福利等支出的

188.4 万元，已全部追回或退还；违规用于其他项目支出的 5.67 亿元，已全部

收回。

3．关于保障房建设未依法招投标问题。40 个市县区别情况进行了整改，相

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相关责任单位被处罚款 107.72 万

元。对 20 个违规购买棚改服务的政府项目，已通过补办、完善相关审批手续等

方式进行了整改。

4．关于违规分配保障性住房问题。被骗取的 80 套保障房，14 个市县已通过

取消保障对象资格、清退收回保障房等方式完成整改；对不符合条件取得保障房

的 171 户家庭，已通过取消保障对象资格或调整保障待遇纠正了 163 户，追缴多

发放补贴等 8 户；对违规审批的 82 户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已通过取消保障对象

资格或调整保障待遇整改了 77 户，追回资金 8万元。

（三）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审计方面。

1．关于资金整合力度还需加强问题。省商务厅采取措施，将在 2019 年商务

发展专项资金安排时，加大资金整合力度。一是加大资金因素法分配比例；二是

整合国家外经贸资金和省级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三是对目标类似、资金投入方

向类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省级专项资金予以整合归并。

2．关于资金分配有待规范问题。一是针对部分企业同类事项重复申报，省

商务厅已在 2018 年申报指南中明确规定，同一企业同一事项不得重复申报，同

时加强贴息资金补助审核，对重复报关单涉及的贴息资金予以扣减。二是针对项

目审核把关不严，省商务厅会同当地商务部门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重新进行

核查认定，目前已认定 5家企业的 7个项目不符合申报条件，并要求相关地区收

回项目资金 1407 万元，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上交省财政。三是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将 6369.7 万元商务发展项目补助资金和 9070 万元省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部拨付项目单位。

3．关于资金使用绩效需要提高问题。一是针对部分资金未及时分配，省商

务厅、省财政厅联合下文，要求各地检查资金拨付情况，加快切块资金分配和拨



付进度。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拨付 1.3 亿元，尚有 3685 万元未分配或拨付

到位，相关地区正在抓紧确定项目，加快实施进度，力争将补助资金尽快拨付到

位。二是针对少数项目进展缓慢，部分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省商务厅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认真梳理总结、落实整改。无锡市物流标准化项目已经完成验收审核，7332

万元补助资金正在拨付过程中。对获得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却

未能按时完成的项目，省发改委已布置各设区市对涉及的 13 个项目进行逐个梳

理，分析原因并制定整改方案，其中 3个项目进入破产程序，3个项目已完工、

正在办理验收手续，7个项目正在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加快履行项目调整或撤项等

手续。

以上四个方面审计查出的问题，大部分已得到有效整改，但仍有少数涉及体

制机制、资金安排、项目建设等问题，正在整改中。如一般转移支付中含有指定

用途资金、农村公路养护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未建立、农村公路建设债务负担过重

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财政资金长期闲置、未及时拨付安排、资金使

用绩效不高等，需要通过加快工作进度、履行规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等持续进

行。对于这些问题，省政府已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单位，严格落实审计整改主体

责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尽快整改到位。审计机关也将加强跟踪检查，

督促被审计单位和主管部门抓紧落实整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