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 8 号公告：2019 年第二季度国家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
（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告）

审计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持续
加大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2019 年第
二季度，审计署继续组织对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下统称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35 个中央部门、15 家中央
金融机构进行审计，并对 36 户中央企业进行延伸审计，围
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减税降费
政策实施、三大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抽查了 3390 个单位、4448 个项目，涉及资金 6880.59
亿元，并对以往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从
审计情况看，有关地区和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重大决策部署，结合实际主动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审计情况
审计重点抽查了有关地区和部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依
托行政资源或权力收费等事项。被审计地区和部门不断加大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力度，切实降低企业和个人负

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税务总局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的决策部署，建立了“一竿子到底”、
“一揽子服务”
、
“一个
口答疑”等工作推进机制，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呈
现出覆盖面广、受益度大、指向性强的特点，政策红利持续
释放。据税务部门统计，2019 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
降费 11709 亿元，其中减税 10387 亿元。但审计发现部分地
方和单位还存在清理中介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一）一些地区和部门依托管理职能或利用行业资源、
行政权力等违规收费、转嫁费用等，涉及金额 3.82 亿元。
其中：1 个省违规征收应免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 1973.5 万元；7 个省的 48 家单位转嫁应由财政资金承担
的费用 1628.4 万元；2 个省的 2 个部门依托行政资源要求企
业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或承担电子政务平台服务费
1644.74 万元；2 个省的 7 家单位违规收取金融顾问费或未
及时退还涉企收费等 3.3 亿元。
（二）部分地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理规范不到位。7
个省的 8 家单位依托主管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开展中介服务
并收取费用 6778.69 万元。
（三）清理保证金不到位。8 个省和 3 户央企的 21 家单
位违规收取保证金 15.18 亿元；15 个省和 6 户央企的 61 家
单位未及时清退保证金 33.67 亿元。

二、“六稳”部分政策落实审计情况
（一）稳就业审计情况。审计重点抽查了 31 个省的就
业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和开展职业培训、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支持鼓励创业等稳就业政策落实情况。相关地区和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政策，2019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
538.78 亿元，增长 14.9%，并通过调整失业保险基金等支出
结构，大力促进就业创业，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737 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7%，6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1%，稳定在 5%左右的水平。本季度发现部分地区就业相关
资金管理不规范，5 个省所属单位和地区存在就业相关资金
结余较大、拖欠补助款项、效益不佳等问题；13 个省 48 家
单位和 660 名个人骗取、坐支挪用或不符合条件享受就业扶
持资金 2247.3 万元。
（二）稳投资审计情况。2019 年 1 月至 6 月，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同比增长 5.8%，基础设施、民生领域投
资等持续发力，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3.1%，高技术制
造业投资增长 10.4%。审计重点抽查了 31 个省部分中央预算
内投资等重点建设项目，发现 13 个省的 26 个项目存在未按
期开工、完工等问题，涉及投资 358.04 亿元；1 个省灌区项
目由于设计缺陷等原因，部分设施建成后拆除损毁形成损失
163.92 万元。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拨付进度情况。抽查 61

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发现，截至 2019 年 6 月底，18 个省本
级财政收到 2019 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32 423.83 亿
元，其中 2565.85 亿元未按规定在 30 日内分解下达。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各地区各部门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
行政审批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被审计
地区和部门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简化审批事项，积极优化
营商环境。本季度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地区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优化办理流程
不到位。2 个省的 2 家单位未按规定清理行政审批涉及的证
明声明事项；1 个省未按要求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流程
及受理条件等应公开事项；1 个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尚
未实现互联互通。
（二）部分地区或单位违规设置或执行妨碍统一市场和
公平竞争的规定。2 个省的 3 家单位在市场化交易中违规出
台区域性保护政策，对外地企业执行差异化条款；1 个省的
1 家单位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违规设置不合理限制条件。
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审计情况
（一）扶贫审计情况。重点抽查了 37 个贫困县，其中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含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30
个，共抽审资金 175.52 亿元，涉及 2296 个项目、506 个单
位、275 个乡镇、668 个行政村，入户走访 965 个贫困家庭。

审计结果表明，各地区持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决
策部署，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不断夯实稳
定脱贫、长期致富的基础。本季度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地区落实扶贫政策不够精准。19 个县存在贫困
群众应享受未享受医疗救助、“雨露计划”教育扶贫、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问题，涉及
11624 人（户）、资金 728.23 万元；4 个县将 20871.4 万元
扶贫小额贷款违规“户贷企用”或用于金融理财；6 个县的
35 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后续产业就业扶持不到位，配套设施
不完善；5 个县的 7 个产业扶贫项目未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或简单发钱发物，涉及 10056 户、资金 9259.94 万元；
10 个县审核把关不严，向 930 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生态
护林员和电商扶贫补贴 221.09 万元。
2．部分地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11 个县违规
将

32541.61 万元扶贫资金用于装修办公用房、出借企业

等非扶贫领域；3 个县存在骗取套取财政扶贫资金问题，涉
及资金 193.99 万元；11 个县扶贫资金 5752.88 万元闲置两
年以上未使用；3 个县违规向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等收取建房
押金和征地费用 41.52 万元，向贫困村群众摊派农村公路建
设资金 94.33 万元。
3．部分地区扶贫项目绩效不佳。8 个县的 54 个项目因
前期设计不合理，或违法占用基本农田、水源地保护区等形

成损失浪费，涉及投资 723.45 万元；3 个县的 4 个项目工期
逾期 1 年以上，涉及投资 648.6 万元；12 个县的 31 个项目
因规划不科学、建管不衔接等，造成项目建成后闲置或未发
挥预期效益，涉及投资

3.38 亿元；3 个县的 42 个项目

多计工程款 209.92 万元。
（二）乡村振兴审计情况。重点审计了 31 个省乡村振
兴规划编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政策
措施落实和财政惠农补贴发放管理情况。从审计情况看，被
审计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决策部署，有序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落实。本季度发现的
主要问题：
1．部分地区乡村振兴相关工作责任不细化，相关政策
落实与要求还存在差距。2 个省未按规定对乡村振兴规划或
相关工作方案中涉及的约束性指标以及重大工程项目、重要
改革任务等明确责任主体和进度要求；14 个省的 17 个地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动物疫病防控等工作存在清产核资
数据不实、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其中 5 个地区未将涉农资金
形成的资产纳入清产核资范围，涉及资金 2.26 亿元，3 个地
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部门间数据共享不到位，导致漏报集体
农用地 175.64 万亩。
2．部分地区惠农补贴发放管理不规范。13 个省的 14 个
县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管理不规范或惠农补贴政策执行

中存在补贴发放不到位、超范围发放等问题，涉及资金 10.13
亿元，其中 4 个县以现金或其他银行卡、他人代领等方式发
放惠农补贴资金 2.21 亿元，4 个县惠农补贴资金层层转拨，
涉及资金 7 亿元。
3．部分涉农项目进展缓慢或未达预期。3 个省部分地区
的农村厕所新建改建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进展缓慢，未
发挥效益；10 个省的 12 个农业产业园区或农村产业融合试
点等项目进展缓慢，涉及资金 5.05 亿元，其中个别地区的
农业科技园区 37.39 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商品房开发和建设马
场、会所等项目；3 个省 10 个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效
益不佳，涉及资金 6268.85 万元。
五、污染防治审计情况
重点关注了各地区污染物排放及处置、自然保护区等重
点区域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工程项目实施等情况。从审计情
况看，被审计地区和单位加大生态环境的治理及保护力度，
加快污染防治项目的建设进度。本季度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底，4
个省的 4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或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存在违规设施尚未清理等问题，
另有 1 个省存在用海审批不规范问题。
（二）污染防治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底，4 个省总投资为 11.52 亿元的 7 个项目因前期工作进展

缓慢等原因未按期开工，3 个省总投资为 5.17 亿元的 3 个项
目因组织推动不力等原因未按期完工，1 个地区总投资为
0.54 亿元的 3 个污染防治工程因无运营主体等，
建成后闲置。
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地区和部门积极落实责任主体，
压实整改责任，正在积极整改。33 个省和部门在审计过程中
已整改问题金额 15.21 亿元，其中退还违规收费 1614.07 万
元，16 个省和 1 户央企清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及保证金
9.96 亿元，追回各类违规发放或骗取套取的财政资金 1 亿元，
盘活闲置资金和及时下达资金 3.46 亿元，向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对象补发或补缴各类资金 5537.03 万元，4 个省清理规
范 5 项行政审批事项流程及中介服务事项，10 个省出台和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 13 项，4 个省对审计指出的环境污染隐患及
时进行处理。审计署将继续跟踪后续整改情况，进一步督促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附件：1．整改效果较好的事例
2．2019 年第二季度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