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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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河南省审计厅厅长 汪中山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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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在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的领导下，全省审计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

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省委十届六次、七次、

八次、九次全会精神，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认

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主动把审计工作融入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聚焦

打好三大攻坚战，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民生改善

和资金绩效，聚焦规范权力运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

责，充分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全省审计机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重大政策措施部署

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公共资金运用到哪里、公权

力行使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积极推进审



计监督全覆盖，不断拓展审计的广度和深度，审计的范围更

广，审计的力度更大，审计涉及的问题更深。审计结果表明，

2018 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

入开展三大攻坚战，统筹推进“四个着力”，持续打好“四

张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进、好”态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

项，精简一批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一网通办”前提下“最

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提速。出台 9 类 40 条支持加快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财税政策，助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清理规范行

政事业性收费，全年减免企业税收 480 亿元左右，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

省科技支出 155.7 亿元，增长 12.9%。

——三大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在基本摸清全省政府隐性

债务底数和风险状况的基础上，率先在全国出台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实施意见，违规举债势头得到遏制，

存量债务正在有序化解。全年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178.5 亿元，

增长 23.4%，实现 12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33 个贫困县

脱贫摘帽，较好完成了年度目标。全年节能环保支出 358.7



亿元，增长 48.4%，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投入持续加

大，污染治理取得新成效。

——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766

亿元，增长 10.5%，其中税收占比 70.5%，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发行政府债券 1325.9 亿

元，其中新增债券 1015.2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217.7

亿元，增长 12.2%，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社会民生进一步改善。出台关于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9 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56 万人。2018 年全省民生支出 7150.1 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7.6%。全省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

化及住房保障建设等各项民生支出实现较快增长，退休人员

养老金、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等各项补助

标准普遍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

强。

但审计也发现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制度执行不严格、项

目管理不规范、资金绩效不够高等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和规

范。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省财政厅组织预算执行审计情况。从审计情况看，

省财政厅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提高依法理财能力，发挥了

财政政策的聚力增效作用。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预算项目执行效率低。一是未在规定时间内下达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涉及 85 项、121.9 亿元。二是年初安排

的375个项目预算5.3亿元、年度追加的474个项目预算13.1

亿元，由于预算安排不科学、准备工作不充分、项目实施推

进慢等原因，当年未执行。

2．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规范。一是组织预算绩效评价覆

盖面过小。省财政厅组织对省直部门 5 个预算项目开展绩效

评价，涉及项目预算 3.6 亿元，仅占当年应纳入绩效评价预

算 316.3 亿元的 1.1%。二是对少数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审核不

严格。省财政厅审核通过的 19 个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自评报

告中，4 个项目未反映绩效量化指标的完成情况。

3．部分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运营效率不高。截至 2018 年底，

省财政先后筹备设立 43 支政府投资基金（含子基金），计

划募集资金 379.9 亿元，实际募集资金 192.6 亿元，其中财

政资金已投入 72.2 亿元，占财政投入计划的 92%。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社会资本投入不足。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等 3 支基金在财政资金 14 亿元按计划足额到位 1 年后，社

会资本仅到位 2.9 亿元，占其社会资本投入计划 152.1 亿元

的 1.9%。二是基金投资效率不高。9 支基金在募集资金 22.8

亿元到位 1 年后，仅落实项目投资 3.4 亿元，平均投资率

14.8%，其中河南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等 2 支基金共

募集资金 3 亿元，超过 1 年尚未投资任何项目。



4．高新技术企业财政奖补政策落实不到位。2018 年，省

科技厅、财政厅认定市县已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 9140

万元，据此省级财政配套奖补资金 8220 万元。发现的主要

问题：一是市县上报已落实的 57 家企业奖补资金 945 万元，

实际并未拨付，占认定市县奖补总额的 10.3%。二是市县财

政未及时拨付 299 家企业省级配套奖补资金 4205 万元，占

省级奖补资金总额的 51.1%。

5．有的专项资金项目评审不规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财政厅通过组织评审，对 78 家担保机构 3225 笔小微企业贷

款担保业务给予补贴 1.2 亿元。审计发现，其中 11 家担保

机构 42 笔贷款担保业务的贷款主体是大中型企业，不属于

融资贷款担保支持小微企业的对象范围，违规发放财政补贴

123.9 万元。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采取现场审计和大数

据联网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连续第二年对省直一级预算单位

实现审计全覆盖，并延伸审计了 273 个二、三级单位。从审

计情况看，省直部门财经法纪意识进一步增强，预算管理水

平有所提升，“三公”经费支出逐年下降，部门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1．预算管理不够规范。一是 4 个部门和 32 个二级单位部

分收入未纳入年度预算，涉及金额 1.7 亿元。二是 1 个部门

和 6 个二级单位为规避结余资金被财政部门收回，将预算资



金提前支付或转移至其他账户，形成虚列支出 4715.8 万元。

三是 9 个二级单位房租等非税收入未按规定上缴财政，涉及

金额 1272.8 万元。四是 12 个采购项目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

制度，涉及金额 1723 万元。其中 2 个项目未依法公开招标，

涉及金额 501.3 万元；4 个项目虚假招标，涉及金额 456.6

万元；6 个项目投标企业涉嫌串标，涉及金额 765.1 万元。

五是 5 个部门和 1 个二级单位超预算列支培训费、会议费

165.5 万元。

2．资金使用及项目绩效不佳。一是 5 个部门和 1 个二级

单位财政存量资金 5083.2 万元清理盘活不及时，已沉淀 2

年以上。二是 8 个部门和 27 个二级单位预算项目未按期建

成或建成后效益不佳，涉及项目 98 个、金额 8.1 亿元。三

是 3 个部门和 5 个二级单位扩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用于

行政运行、人员工资等支出 379 万元。

3．一些单位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一是 1 个

部门和 10 个二级单位违规发放奖金补贴等 223.1 万元。二

是 1 个部门和 12 个二级单位使用公款列支应由职工个人承

担的费用 112.7 万元。三是 1 个部门和 2 个二级单位向有关

企业或协会摊派费用 33.3 万元。

（三）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审计情况。对 199 个政

府投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涉及政府投资 45.7

亿元。从审计情况看，政府投资计划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政府投资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 37 个项目推进缓慢，涉及政府投资 7.7 亿元。其

中 13 个项目未按计划开工建设，资金闲置 2.3 亿元。二是 2

个项目未按计划实施，擅自调整建设方案，涉及政府投资

5820 万元。三是 1 个项目未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无证施

工，涉及政府投资 2380 万元。

二、推动打好三大攻坚战审计情况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计情况。在 2018 年审计基本

摸清全省隐性债务底数的基础上，今年对全省市县两级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意见

的情况进行了全覆盖跟踪审计。从审计情况看，各市县能够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有效遏制增量，积极化解

存量，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因对隐性

债务认定口径把握不够准确，12个省辖市本级和58个县（市、

区）存在多填报隐性债务的情况，7 个省辖市本级和 51 个县

（市、区）存在少填报隐性债务的情况。二是 4 个省辖市本

级和 23 个县（市、区）隐性债务资金筹措和项目实施进度

不衔接，隐性债务资金 50.4 亿元到位后闲置超过 1 年。三

是 2 个省辖市本级和 16 个县（市、区）组织填报的隐性债

务项目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不规范。

（二）扶贫审计情况。对全省 53 个贫困县和其他有扶贫

资金的 83 个县（市、区）进行了全覆盖审计。共抽查 1307



个乡镇、6192 个行政村，走访 2.3 万户家庭，涉及单位 5107

个、资金 287.4 亿元。从审计情况看，有关地区和部门积极

推进扶贫重点任务，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全

省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三

保障”仍存在薄弱环节。23 个县（市、区）2283 名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应享受未享受扶贫资助，涉及金额 244.2 万元；

9 个县（市、区）1.3 万人次困难群众未能享受“先诊疗，

后付费”政策，预交住院押金 2459.4 万元；15 个县（市、

区）36 家医院以贫困户的名义编造虚假病历，套取医保资金

89 万元。二是产业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12 个县（市、区）

向不符合条件的 7家企业、93 名人员违规发放扶贫贷款 6080

万元；14 个县（市、区）76 家带贫企业未按约定向贫困户

分红或捐款 838.1 万元。三是 6 个县（市、区）将扶贫资金

3484.3 万元用于市政建设等非扶贫领域。

（三）污染防治审计情况。对全省市县两级污染治理与环

境保护政策落实及专项资金绩效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

况看，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有序推进，大气、

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有关

政府部门未严格履行监管职责，致使有些污染治理措施落实

不到位。10 个省辖市本级及 73 个县（市、区）419 家“散

乱污”企业未取缔到位；10 个省辖市本级及 73 个县（市、

区）229 处黑臭水体未按要求整治到位；7 个省辖市本级及



104 个县（市、区）1193 家畜禽养殖场未建设运行污染防治

配套设施，禁养区内的 2481 家畜禽养殖场未按要求搬迁或

整治。二是部分企事业单位未严格履行污染治理主体责任。

6 个省辖市本级及 39 个县（市、区）120 家企事业单位非法

直排、暗管偷排污水；2 个省辖市本级及 24 个县（市、区）

66 家企业未按规定安装或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违规超标

排放废气；30 个县（市、区）333 个尾矿区未按规定开展环

境治理恢复工作。三是部分污染防治资金和项目管理不规

范。15 个省辖市本级及 94 个县（市、区）应征未征污水处

理费等税费 5.3 亿元；9 个省辖市本级及 54 个县（市、区）

部分单位和人员套取“双替代”等补助资金 1100 万元；18

个省辖市本级及 112 个县（市、区）275 个污水处理厂（站）

闲置或未正常运行。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一）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情况。对全省市县两级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从审计情况看，各

地能够按照政策要求开展减税降费工作，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企业负担，优化了地方营商环境。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3

个省辖市本级和 7 个县（市、区）少数单位自立名目违规收

费，涉及 15 项、2280.3 万元。二是 4 个省辖市本级和 14 个

县（市、区）少数单位继续收取已取消的项目收费，涉及 23

项、878 万元。三是 3 个省辖市本级和 2 个县（市、区）少



数单位将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土地评估费”等费用转嫁给

企业，涉及金额 240 万元。四是 2 个省辖市本级和 13 个县

（市、区）部分单位超标准收取 101 个工程项目质量保证金

1694 万元。

（二）就业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情况。对 16 个省辖市本级

和 127 个县（市、区）就业政策落实和就业补助资金绩效情

况进行了跟踪审计，涉及资金 25.7 亿元。从审计情况看，

各地能够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积极落实就业政策。发现

的主要问题：一是 4 个省辖市本级和 23 个县（市、区）就

业培训未完全覆盖政策规定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等五类人员，个别县区只对其中一类人员进行了

培训。二是 6 个省辖市本级和 10 个县（市、区）3536 名公

益性岗位人员未按规定期限退出。三是 4 个省辖市本级和 15

个县（市、区）向 141 名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630 万元，财政多贴息 77 万元；7 个省辖市本级和 30 个县

（市、区）向 1497 名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

等 522 万元。

（三）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跟踪审计情况。对

全省市县两级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情况进行了跟踪

审计。从审计情况看，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审计发现，截至 2018 年底，拖欠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总额 90.1 亿元，其中政府所属部门和



机构及事业单位拖欠 68.7 亿元，占比 76.3%；国有独资或控

股企业拖欠 21.4 亿元，占比 23.7%。截至 2019 年 5 月，已

清理偿还 15.3 亿元，占审计发现拖欠总额的 16.9%，清欠任

务仍然繁重。

（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情况。对省科技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和郑州、洛阳、新乡 3 个

省辖市，开展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跟踪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省直有关部门和郑州、洛

阳、新乡市结合当地实际，积极落实政策措施，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省市

两级相关责任单位未按政策要求制定示范区创新人才双向

流动管理办法，创新人才流动不畅。二是省政府要求 3 市国

家高新区与 23 个省直部门分别建立 184 项直通事项，截至

2019 年 1 月底，3 市国家高新区分别有 42 项、22 项、132

项未实现与省直部门直通。三是郑州市未及时拨付研发费用

后补助专项资金 4.8 亿元，涉及企业 897 家。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一）“一卡通”惠农补贴资金审计情况。对 143 个县（市、

区）“一卡通”管理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 6 类民生资金进

行审计,涉及金额 229 亿元。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财政“一

卡通”系统应用不全面、不充分，没有实现“一个漏斗向下”，

74 个县（市、区）存在“一户多卡”现象。二是 17 个县（市、



区）未按规定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而是层层转拨惠农补贴资

金 25.7 亿元；20 个县（市、区）现金发放惠农补贴 5881.8

万元。三是 26 个县（市、区）违规向公职人员发放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等 407.3 万元。

（二）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情况。对 9 个省辖市本级和

69 个县（市、区）2018 年度棚户区改造和公共租赁住房的

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相关

市县能够不断加大对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力度，共筹集和安排

各类资金 637.1 亿元，完成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21.2 万套、

基本建成任务 8.8万套，进一步改善了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47 个县（市、区）212 个安居工程项

目建设缓慢，10.1 万套住房未形成有效供给。二是 27 个县

（市、区）73 个安居工程项目 1.7 万套住房空置超过 1 年。

三是 20 个县（市、区）安居工程建设资金闲置 19.6 亿元。

（三）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项目审计情况。对 8 个县

（市、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项目进行了跟踪审计。从审计

情况看，相关县区重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整体工作进

展顺利。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2 个县（市、区）未严格执

行滩区迁建项目免征耕地占用税优惠政策，增加工程建设成

本 4177.3 万元。二是封丘县 3 个村庄 1072 亩土地未及时复

耕。三是 5 个县（市、区）的 15 个项目及配套设施工程进

展缓慢，其中 9 个配套设施工程未按计划开工建设。



五、国有资产资源管理审计情况

（一）省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审计情况。对 2016 年 6 月

至 2018 年 6 月省级公共资源交易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从

审计情况看，我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基本构建完

成，在平台运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发现的

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国有企业工程招标、国有产权交易等公

共资源交易未按规定进入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二是

工程建设项目 272 个合同标段涉嫌串通投标，涉及中标金额

8.9 亿元；政府采购项目 636 个标段涉嫌串通投标，涉及中

标金额 9.8 亿元。三是有关部门未对网上商城入围的 13 家

电商实行动态管理，入围电商数量固定、偏少，缺乏充分竞

争，部分商品价格虚高，存在廉政风险隐患。

（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对 6 个省辖市、18 个县

（市、区）及省水利厅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从审计情

况看，相关市县及部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资源集约利

用取得一定成效。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市县资源管理

不规范。3 个省辖市和 17 个县（市、区）编制水、林业、矿

产等自然资源利用规划滞后、体系不完善，规划引领作用发

挥不够；5 个省辖市和 11 个县（市、区）1708 家企业存在

无证取水、无证采砂等无序开采资源问题。二是资金使用及

资源利用绩效不高。5 个省辖市和 11 个县（市、区）建设用

地利用率较低，其中批而未征 2.1 万亩、征而未供 2.3 万亩、



供而未用 8143 亩；2 个省辖市和 3 个县（市、区）土地整治

等专项资金 6909.3 万元闲置 1 年以上。三是监管执法不到

位。省级主管部门直管的 1667 户重点用水单位，仅有 207

户按规定安装远程监控设施进行在线监控，占比 12.4%。

（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审计情况。开展省直部门预

算执行审计时，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作为重

点内容进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 3 个部门和 2 个二

级单位出租房产未按规定实行招投标、公开竞价招租，且未

严格履行批准程序，涉及租金 3882.1 万元。二是 3 个部门

和 6 个二级单位少收房租等资产收益 2424.5 万元。三是 6

个二级单位将资产无偿出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或明显低于市

场价对外出租。四是 3个部门和 4个二级单位房产长期闲置，

涉及面积 2.6 万平方米。

六、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为了进一步发挥审计反腐败利剑作用，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省审计厅与省纪委监委、省委巡视办、省公安厅建立完

善了审计移送处理协作配合机制，把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

巡视巡察、公安司法等监督贯通起来，有效增强了监督合力。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省审计厅共移送有关案件线索

和违纪违法事项 248 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 12 件、纪检监

察机关 110 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 126 件。有关部门对移

送的案件线索和违纪违法事项查处后，已追究刑事责任或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4 人（其中厅级干部 2 人、县处级干

部 6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92 人（其中厅级干部 1 人、

县处级干部 21 人），给予其他组织处理 423 人。还有部分

涉嫌违纪违法问题，有关部门正在查处中。

移送处理的案件线索和违纪违法事项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问题时有发生。共移送

案件线索和违纪违法事项 80 件，主要是公职人员以权谋私

贪污侵占财政资金，利用职务之便承揽工程非法牟取利益

等。二是严重侵占扶贫等民生资金问题仍然存在。共移送案

件线索和违纪违法事项 27 件，主要是扶贫项目工程违规招

投标、转包分包，基层工作人员贪污私分惠民工程款，伪造

资料虚报套取民生补贴资金等。三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失职

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问题不容忽视。共移送案件线索和违

纪违法事项 47 件，主要是国有银行管理人员违规发放贷款、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等。四是环境

保护领域问题易发多发。共移送案件线索和违纪违法事项 94

件，主要是企业暗管偷排污水、违法处置危险废物、篡改在

线监测数据，少数单位或个人套取环保资金等。

对上述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

告，作出了审计决定，要求限期予以整改。对审计发现的重

要情况，省审计厅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审计结果报告

和信息专报，省领导均做出了批示。通过省领导的批示督办，



有力推动了重大问题解决和体制机制完善。7 月 18 日，省长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57 次常务会议，专题听取审计情

况汇报，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强化法纪意识、注意举一反

三、严格落实责任、抓好限期整改，做到教训不吸取的不放

过、漏洞不堵塞的不放过、政策不落实的不放过、责任不严

明的不放过。常务副省长黄强将于近期主持召开审计整改联

席会议，专门安排推进审计整改工作，整改的全面情况将于

11 月底前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七、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推进重大改革政策措施落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有关职能部门工作的衔接配

合，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发挥大数据优势。强化监督问责，

着重解决自立名目乱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取消未取消等

问题，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效率，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加快创新开放载体平台和机制建设，督促相

关奖励激励政策措施落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二）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全力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全

面落实中央和我省出台的一系列防范化解风险政策措施，聚

焦风险集聚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单位，采取差异化

对策，加强政府性债务、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风险防控和化

解。重点推进产业扶贫政策、金融扶贫政策的落实，建立健



全促进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加强扶贫资金安全绩

效管理，确保脱贫目标如期实现。严格落实污染防治的主体

责任和监管责任，增强审计监督和环保督查的成果共享，进

一步加大对散乱污企业和重点污染企业的监管防控力度，促

进生态环境改善。

（三）推进“三农”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各项政策

措施落实见效。加大财政保障力度，推进农业交通运输、农

田水利、农村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强涉农政策、

资金和村级财务管理的有效监督，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

问题，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督促完善土地执法监督体制机制，

坚决遏制非法占地行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切实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严格落实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度。建立全面规范

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增强中期财政规划

编制的科学性和年度预算的刚性约束。构建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完善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流程，逐步扩大预算绩效评价覆盖

面，增加预算绩效评价中的量化指标，增强预算绩效评价的

可操作性，实现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

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的决策部署，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自觉接受省人大的监督，依法履行审计监督

职责，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