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2019 年 7 月 30 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审计厅厅长 赵振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8 年度省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请审议。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审计厅依法审计了 2018 年

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结果表明，2018 年，

各地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经济工作总体部署，认真执行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各项工

作，全省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多措并举稳定经济增长。深度对接国家政策，破解



发展难题，继续开展“三抓”“三早”行动，全年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 795.6 亿元,支持重大公益性、基础性项目建设。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 800 亿元，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新

40 条等系列政策，民营企业户数增长 16.1%。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推进各项惠民政策落

实，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全部完成，改造各类棚户区 9.5 万

套、农村危房 5.9 万户，改造农村厕所 20 万户。社保支出

634.1 亿元，同比增长 15.1%，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11.2 万

人，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4.9%和 3.7%，年初承诺的 35 件民生

实事全部兑现。

——全力打赢“三大攻坚战”。严格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积极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全面完成政府债务置换，重

点领域债务化解取得突破，有效处置金融风险，金融机构不

良贷款率实现同比下降。省级安排扶贫资金比上年增长

22.4%，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79 万人、602 个贫困村退出。

筹措财政资金 62.4 亿元，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污染防治、

生态修复等项目建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整改工作取得实效。省政府专题研究部署审计整改



工作，各地各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积极整改、完善制度、

加强管理，去年审计查出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完善相关

制度 36 项，取得较好效果。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审计了财政厅具体组织省级预算执行和省级决算草案

编制、发改委组织分配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情况。从审计情

况看，两个部门能够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投入，省级预算得到了较好执行。主要问题：

1.预算资金计划下达不及时。一是省级财政未将 2018

年度省对市县[1]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告知下级政府，

影响地方预算编报的完整性，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8.6 亿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2.47 亿元；二是省级财政年初预算安

排的养老服务业、水资源建设等专项资金 9.32 亿元未按规

定在第 3 季度末以前下达给市县政府或项目单位。

2.预算安排资金未下达。2018 年初预算安排的 6 项资金

年末共有 5.7 亿元未下达使用，其中：煤炭去产能奖补资金

2.53 亿元，占年初预算安排的 93.1%；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

2.37 亿元，占年初预算安排的 78.2%。



3.未按规定管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一是应在 2016 年

度安排的省直稳岗补贴资金，由于项目确定不及时，延至

2018 年拨付，涉及资金 2.6 亿元；二是省级创业促就业专项

资金 1.09 亿元只采取直接补助一种方式分配，未按规定采

取因素法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其他方式支持，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专项资金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三是在矿产资源和地

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中安排应由市县负担的国土部门监督

管理经费 1112 万元。

二、省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一）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审计了 22 个省直部门及所属 81 家事业单位。审计结果

表明，2018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财务管理情况总体较好，违

规问题明显减少。主要问题：

一是预算管理不严格。6 个部门和 4 个单位无预算、超

预算支出 1323.5 万元；3 个部门和 3 个单位未按规定用途使

用资金 346.7 万元；4 个部门和 3 个单位物业服务等项目未

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资金 2705 万元。



二是资金资产管理不规范。4 个部门信息化建设等项目

进展缓慢、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结存资金 1080 万元；4 个部

门和 2 个单位存在房屋等资产闲置、固定资产账实不符、房

产出租收入未缴财政等问题。

三是财务管理不到位。1 个部门和 2 个单位会计核算不

真实、不准确，少计收支 3256 万元；2 个部门和 1 个单位存

在零余额账户向基本户转账 1441.5 万元和多设账户等问题，

影响财政部门对资金的监管。

运用大数据对 108 家省级一级预算单位 2018 年预算执

行情况实现审计全覆盖，发现31家单位预算执行率低于85%，

结余结转资金 9.35 亿元，占当年财政拨款收入的 29.1%，同

时还发现个别单位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交由各部门核查

整改落实。

（二）省属高校财务收支审计情况

从审计 8 所高校的情况看，各高校不断健全内控制度，

努力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主要问题：



1.收费管理方面。2 所高校未经批准收取护士资格考试

培训费等 45.3 万元，1 所高校留学生学费未上缴财政专户

510.6 万元。

2.财务管理方面。2 所高校扩大开支范围 31.4 万元，3

所高校存在多设银行账户、违规将财政零余额账户资金转入

基本户等问题，1 所高校采购校园网络服务等 3 个项目存在

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等问题，涉及资金 122.7 万元。

3.工程和资产管理方面。3 所高校分别存在实训室建设

项目未按时完工，多功能学术中心等 5 个工程项目未及时进

行竣工财务决算，计算机等 7597 件待报废资产未及时处置

的问题。

三、市县政府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从审计 13 个市县的情况看，各市县积极推进财政体制

改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主要问题：

1.财政收支不实。一是 6 个市县未及时将水资源费和土

地承包费等非税收入上缴国库 35770.9 万元；二是 5 个市县

缓收土地出让金和人防费等财政收入 19764.5 万元、减免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73 万元；三是 2 个县 2016 至 2017 年通

过将保障房和退休职工工资等支出调整为教育支出的方式

虚增教育支出 14669.2 万元。

2.财政资金使用不严。一是 2 个市将人防费、水利建设

基金等 3217 万元有专项用途的资金统筹用于平衡预算，从

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少计提安排廉租住房支出 1791 万元，

将厂办大集体改制专项资金 1600 万元出借给民营企业未收

回；二是 2 个市县所属部门在专项资金中列支部门公用经费

等 7595.4 万元；三是 3 个市县滞拨专项资金 3689.9 万元。

3.资产和项目管理不善。一是 2 个市县违规将道路、水

库等公益性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用于贷款抵押；二是 4 个

市县地下管廊等 5 个项目进展缓慢、15 个项目未开工、8 个

项目已停工，专项资金闲置 10429 万元；三是 2 个市县乡镇

基础设施等 6 项工程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资金 830.1

万元。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一）扶贫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审计情况



组织审计了全省 9 个市、长白山管委会和 55 个县，抽

查 434 个乡镇、走访 3277 户家庭，涉及资金 42.24 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各地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主要问题：

1.扶贫政策落实不精准不到位。14 个县有 667 人贫困识

别不精准或未达退出标准脱贫；7 个县有 70 人未享受免除高

中学杂费等教育扶贫政策；4 个县健康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

有 401 人未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险。

2.部分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3 个县涉农资金整合后仍

按原资金用途使用1755.7万元，将资金用于非扶贫领域39.7

万元;14 个县由于项目变更等原因造成资金闲置 1858.1 万

元；1 个县 3 户贫困户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政策。

3.部分扶贫项目效益不佳。7 个县 33 个扶贫项目因市场

发生变化或项目环保存在问题等原因未开工；15 个县 37 个

扶贫项目未按时完工；7 个县 11 个项目建设内容与批复内容

不符或未达标准；5 个县部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水质检

测不达标，个别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因水内有异物、管道渗

漏等原因未投入使用；8 个县种植大棚等 23 个产业化项目建

成后因无人承包等原因闲置，涉及资金 1400 万元。



贫困识别和退出不精准 667 人、教育和健康扶贫政策落

实不到位 471 人的问题已全部整改，闲置资金已拨付，其他

问题已采取相关措施积极整改中。向各级纪委监委移交问题

线索 20 件,已处理处分 61 人。

（二）3 县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 3 个县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4 个方面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主要问题：一

是 3 个县保护补贴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项目未按时启动，黑土

地保护 10 万亩、耕地轮作试点 10 万亩和粮改饲 9 万吨等任

务未按时完成；二是 2 个县 1 个污水处理厂、3 个污水处理

站均未开工，应建 16 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池、实际只建

设 5 个且已全部废弃；三是 2 个县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

闲置 229.3 万元。

（三）7 县“一卡通”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 7 个县耕地地力保护等 8 类“一卡通”惠农

补贴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审计抽查资金 57.53 亿元，占资

金总额 87.6%，走访调查农户 833 户。主要问题：一是 7 个



县均未执行惠农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制度，存在资金层层转拨

等问题，涉及资金 8.9 亿元；二是 4 个县向不符合条件的乡

镇、村集体和个人发放低保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等补贴

79.2 万元；三是 3 个县 7 个村集体和个别村干部使用村机动

地惠农补贴资金用于村干部个人贷款担保、村集体偿还欠款

和日常支出，涉及资金 178.9 万元；四是 1 个县退耕还林补

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等 936.5 万元在县财政局等部门结存

未及时发放。向当地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 4 件。

（四）农村信用联社（农村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审计调

查情况

组织对 9 家农村信用联社（农村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进

行了审计调查，主要问题：一是 4 家行社借助信托计划等通

道将资金投向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两高一剩”等

限制性行业和领域 95.65 亿元；二是 8 家行社部分非信贷项

目和承兑汇票出现逾期、欠息 102.38 亿元，存在潜在损失

风险，个别项目已进入司法追索环节；三是 9 家行社贷款风

险分类不准确，少计不良贷款 23.52 亿元。此外，个别行社

还存在虚假转让信贷资产、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问题。

（五）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1.水源地保护监督管理不到位。二道白河水源地保护区

一处拦河设施、两处水电站仍在使用；松花江水源地保护区

23 处私搭乱建设施占用林地 17705 平方米；响水水库水源地

保护区 47 户居民未迁离继续耕种土地 60 公顷，存在污染隐

患。

2.部分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仙人河污染治理工程、

叶赫干流治理工程、舒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地方财力

紧张等原因项目推进不力；计划于 2017 年末完工的池北区

污水处理厂（二期）截至 2018 年 9 月尚未开工；主体工程

完工 3年的池南区污水处理厂因管道渗漏等原因仍无法正常

运行。

3.环境保护任务未按期完成。3 个市县未按期完成淘汰

黄标车、地下油罐改造和燃煤小锅炉淘汰任务；长白山森林

防火设施建设工程和头道大河中华秋沙鸭栖息区保护设施

工程项目未按期完工。

五、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调查）情况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及使用绩效审计情况



组织对 17 个市县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及使用绩效

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2018 年各地方政府能够积

极推进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全省完成开工任务 3.43 万套、

占比 100.17%，完成基本建成任务 2.62 万套、占比 143.16%。

主要问题：

1.2018 年安居工程目标任务未完成。5 个市县未完成棚

改开工任务 3208 套；2 个市县未完成基本建成任务 470 套；

1 个市用以前年度上报完成的房源抵顶当年任务 311 套。

2.安居工程资金使用绩效不高。2 个市县未及时下达当

年工程资金 1.94 亿元；6个市县工程资金闲置超过 1年 1.48

亿元；2 个市县工程资金闲置超过 2 年 997 万元。

3.安居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2 个市县以前年度开工任

务项目至今仍未实施 1604 套；4 个市县安居工程超过 4 年未

建成，共计 1630 套；5 个市县保障性住房因位置偏远等原因，

建成后空置 2 年以上，共计 2073 套；8 个市县 380 户不符合

条件家庭享受补助 15.6 万元、配租房屋 276 套。

各市县补充盘活资金 1.36 亿元、追回补贴 44.2 万元，



清退违规配租的保障性住房 62 套。

（二）全省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专项审计情况

从审计 23 个县的情况看，各县能够积极开展农村公路

建设、养护等各项工作，农村交通运输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主要问题：11 个县未按规定做到农村公路“有路必养”，应

养护未养护里程 1.64 万公里，占总里程 44%；4 个县农村公

路建设资金未落实 1.42 亿元；7 个县农村公路项目未按规定

公开招标、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 3434.2 万元；9 个县

多计工程款 305.4 万元；7 个县部分农村公路工程质量不达

标、存在质量问题未及时整改。

（三）省级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审计调查情况

从审计省直和 11 个市县情况看，各地各部门能够积极

落实省政府的相关要求，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主

要问题：一是未在规定时限下达资金分配计划 1.7 亿元，8

个市县滞拨专项资金 1409 万元；二是 5 个市县 6 户企业重

复获得专项资金 360 万元、2 个县 3 户企业以不真实申报材

料获得专项资金 360 万元；三是 6 个市县 16 户企业将专项

资金 849.3 万元转到个人银行卡或大额提取现金，无法提供



资金实际用途和去向；四是 7 个市县 13 户企业专项资金使

用效益不佳，存在未完成投资计划、资金闲置等问题。

已收回闲置资金和企业重复获得的专项共计 660 万元，

向省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 19 件。

（四）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及资金分配使用审计情况

从审计省直及 4 个市情况看，各级主管部门积极推进福

彩发行销售工作，筹集的福彩公益金有效推动了各地社会福

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问题：省福彩中心未按规定收取彩票代

销公司预收款发放彩票 9425.8 万元，向未完成销售任务的

彩票代销公司支付代销费 800.2 万元；3 个市福彩公益金和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闲置 3702.9 万元；3 个市资金使用计划未

报同级人大审议批准、未建立项目库、未向社会公告福彩公

益金使用情况。

（五）省级重点产业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资

金审计情况

从审计 6 个市县情况看，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对促进全

省经济增长，推动重点产业、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发挥



了较好作用。主要问题：3 个市县滞留专项资金 7977 万元至

审计时未拨付；3 个市县扶持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 21 户 784

万元；资金绩效管理不到位，各市县主管部门未按规定要求

项目单位定期填报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2 个市县没有

对项目建立完整、科学、可衡量的绩效目标。

（六）政府性投资项目跟踪审计情况

重点对 7个政府性投资项目进行了跟踪审计。主要问题：

一是中部城市引水工程等 5 个项目存在应招标未招标的问

题，涉及金额 7974.5 万元；二是西部供水工程等 3 个项目

存在未缴纳耕地开垦费、土地征拆超概算等问题，涉及金额

4.19 亿元；三是榆树至松原公路等 3 个项目未及时调整材料

价差、多计工程量等多计（结）工程款 3507.4 万元；7 个项

目还分别存在新增耕地闲置、多编勘察设计费等问题。

六、国有企业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 13 家省属和部门管理的国有企业，主要问

题：

1.违规决策，形成损失。省交投集团未经集体决策使用



银行借款发放委托贷款和开展资管计划已逾期 57.4 亿元，

对外担保 105.9 亿元，已形成损失 1287.6 万元；未履行评

估等相关程序进行股权和资产收购 20 亿元，收购的房地产

企业全部亏损，金额累计 6.43 亿元。

2.经营不够审慎，存在风险。发现有 3 家企业分别存在

发放委托贷款逾期本息19.12亿元，发生担保代偿余额12.25

亿元，清算资金未封闭运行从事金融市场业务等问题。

3.财务管理不规范，收支不实。4家企业收支不实 2449.8

万元、多计实收资本 7241 万元，3 家企业少计不良贷款 2400

万元、少提贷款损失准备 2.06 亿元、少提坏账准备 5143.2

万元。此外，4 家企业还存在房产、车辆等资产账实不符的

问题。

七、审计建议

（一）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提高省级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及时足额下

达预算资金，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地方可支配财力。

二是严格预算支出管理，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进一步清理整



合部门结余结转资金，盘活用好存量，保障财政资金规范有

效使用。三是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

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强化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提升项目实施效果

一是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优化资金申报、审核和拨

付流程，提高资金分配下达效率。二是严格执行专项转移支

付相关规定，对市县的补助要提高因素法分配比重，对项目

的补助应主要采取贷款贴息、事后奖补等方式，减少直接补

助，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三是积极谋划项目储备，

提高项目的可行性和精准性，实施项目库动态管理，促进项

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三）推动政策措施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

管理、考核、激励和惩处机制，强化责任落实，推动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二是围绕“精准、安全、绩效”，进一步

深化涉农资金整合，提高扶贫资金、产业扶贫项目精准度和

规范化管理，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三是强化债务

预算管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积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防化解机制措施，保障金融安全。四是

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规定，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项目建设，规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

有关市县、部门和单位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正

在积极整改。下一步，审计厅将认真督促整改，省政府将在

年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整改情况。

[1]本报告对地市级行政区统称为市，县区级行政区统

称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