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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政办发〔2015〕35 号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批转汉滨区 2015 年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汉滨区 2015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汉滨区 2015 年审计项目计划表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9 日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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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 2015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根据全国全省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和 2015 年度审计工作部

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 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审

计工作的意见》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中心，着力提

升审计覆盖面，依法履行审计职责，强化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

资源审计和权力运行的监督，全面实现审计工作“提面、提质、

提效、提能”，适应新常态，以监督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

法效益为基础，揭露违规违纪问题，查找监管漏洞，维护资金安

全，提高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做出新贡献。 

二、 计划安排 

全区 2015 年审计项目，共包括 8大类 44 个项目。 

（一） 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1 项） 

1.1.1.1.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

踪审计踪审计踪审计踪审计（（（（署定署定署定署定））））    

以推动国务院出台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为目标，持续开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关注各相关部门和与稳增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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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保障、简政放权情况，财税、金融、

产业、外贸等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地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清理情

况，重点对涉及面广、资金量大、落实难度大的水利、城市基础

设施、棚户区改造等改革推进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要注重

反映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推动政策措施

贯彻落实。 

（二）财政审计（10 项） 

1111....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审计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审计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审计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审计    

以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促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完善公

共财政和政府预算体系、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促进依法民主科

学理财和提高预算执行效果为目标，对区本级 2014 年度财政预

算执行和税收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审计。重点关注国家宏观政策落

实、政府预算体系建设、预算编制和执行、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和

结构以及形成原因，盘活和使用效益情况，税收征管和政府收费、

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等情况，注重提高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的整

体性、宏观性、建设性和时效性。 

2222....镇镇镇镇（（（（办办办办））））财政决算审计财政决算审计财政决算审计财政决算审计 

以规范基层政府财政管理行为，促进提高依法理财水平为目 

标，对张滩镇、关家镇、吉河镇、坝河镇、双龙镇、沈坝镇、牛

蹄镇等 7 个镇 2013 至 2014 年度财政决算进行审计。重点检查财

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关注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管理

与使用情况，重点专项资金的管理分配情况，贯彻落实中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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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措施情况；检查非税资金收取、解缴、使

用和管理是否合法、合规，有无违规行为等问题，维护财经纪律，

增强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3333....区级预算执行单位自查及抽审区级预算执行单位自查及抽审区级预算执行单位自查及抽审区级预算执行单位自查及抽审 

以促进规范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财政财务收支管理，健全内

控制度，增强各部门、各单位预算和财务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为目标，组织区纪委监察局、区委政法委、区委农工部、

团区委、区档案史志局、区工商联、区征收办、区安监局、大竹大竹大竹大竹

园敬老院园敬老院园敬老院园敬老院、、、、瀛湖镇中心校、安康进校、大河中心卫生院、区妇幼

保健院、区青少年宫、区城投公司等 15 个部门单位对其预算执

行情况进行自查。自查重点是财务管理等内控制度建立健全和执

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各项收支活动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检查是否严格执行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有无隐瞒、截留、坐支应

上缴的财政收入，有无滞留、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虚列支

出等问题；银行账户开设和管理是否规范；有无违反行政事业性

收费规定乱收费、乱摊派、乱发津补贴、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

支标准等问题；是否建立和执行资产管理制度，资产核算、处置，

会议费及“三公”经费开支是否符合规定等。在单位自查的基础

上进行重点抽审。 

       （三）行政事业单位审计（8 项） 

以规范单位财务收支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减少违规违

纪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对区发改局、区人社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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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区交通局、区科技局、区农机局、江北高中、区第一人

民医院等8个部门单位2013年至2014年度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

行审计。重点检查财务管理等内控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各

项收支活动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四）重点专项资金和民生项目审计(4 项) 

1111....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署定署定署定署定））））    

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

和供应体系”的改革为目标，对我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跟

踪审计。从分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总体情况入手，以全面覆盖、

突出重点为工作要求，以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为主线，以

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为重点，反映工

作取得的主要成效，揭示当前住房保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2222....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署定署定署定署定））））    

以保障安全、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提高绩效、增强公平性，

适应流动性，保障可持续性为目标，对我区 2012—2014 年度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审计。在摸清养老保险基金规模、来源和分

布的基础上，揭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管理、使用等环节存

在的违法违规问题，关注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执行，业务管理和制

度衔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关注基金保值增值情况，分析基金的

可持续性，揭示制度存在的风险，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制

度贯彻执行和健全完善。 

3333....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项目资金审计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项目资金审计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项目资金审计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项目资金审计（（（（省定省定省定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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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法规范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管理，保障国家林业政策的

落实，提高林业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对我区天然林保护工程二

期项目资金进行审计。重点检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资金是否按

照规定足额拨付到位，是否做到专款专用，补助资金是否按规定

补助到户，揭露和查处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及贪污浪费等问题。 

4444....财政扶持民营企业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审计调查财政扶持民营企业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审计调查财政扶持民营企业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审计调查财政扶持民营企业项目资金落实情况审计调查（（（（市定市定市定市定））））    

以促进财政扶持资金发挥效益和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为目标，

对财政扶持民营企业项目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审计调查。了解区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现有各类政府性扶持资

金用于民营经济的金额、比例和申拨渠道，调查了解影响民营经

济使用财政专项扶持企业发展资金的主要问题。通过调查，了解

财政扶持性资金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存

在的问题，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 

（五）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10 项） 

以客观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促进被

审计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为目标，根据组织部门的委托，

对区农业局、食药局、工商局、质监局、手工业联社、老城办、

建民办、田坝镇、双溪镇、新坝镇的党政主要领导任期经济责任

进行审计。以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和会计信息、资产

质量、重大决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依法履行经济责任等情况

为基础，重点关注被审计领导干部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党和国家

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特别是在有关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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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职责履行及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六）政府投资项目审计（11 项） 

以促进加强建设项目管理、堵塞漏洞，提高建设资金使用效

益为目标，根据《陕西省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条例》和《汉滨区政

府投资项目审计实施办法》的要求，对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综合

楼、汉江石堤大桥等政府投资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实施

跟踪审计，对恒大路、香双路、流水中心卫生院住院楼、新建职

中实训楼、区幼儿园活动楼、大河集镇供水工程、丹江口库区及

上游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香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殡仪馆迁

建工程等政府投资在 100 万以上的竣工项目进行工程决（结）算

审计。重点检查建设项目管理和资金的使用情况，揭露项目前期

论证不足、概预算不细致、招投标程序不规范、随意变更设计、

超计划投资、虚报冒领、工程项目进展缓慢和严重损失浪费等问

题，注重对项目建设效益进行分析，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

化。重点关注工程质量、环境保护、征地拆迁和资金使用等方面

的问题，揭示和查处违背国家产业、土地和环保政策，侵害群众

利益的问题，关注因决策和管理不当引发的重大隐患和潜在风

险，提出完善制度、加强管理的对策建议，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

施和有关政策的落实。 

（七）省市审计机关对汉滨区的审计（3项） 

1.省审计厅对汉滨区陕南移民搬迁专项资金进行审计； 

2.市审计局对区委办、政府办、接待办的“三公”经费及会

议费进行审计调查； 

3.市审计局对区审计局 2014 年度财政财务收支进行专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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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八）根据工作需要，完成上级审计机关和区委、区政府临

时交办、部门委托和有关经济案件涉及的审计 

 

 

 

 

 

 

 

 

 

 

 

 

 

 

 

  抄  送：区委各部门，区纪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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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汉滨区 2015 年审计项目计划表 

审计项目 
项目

数 
审计单位 备注 

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1 各相关单位  

二、财政审计    
1.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绩

效审计 
1 区财政局及相关单位  

2.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审计 1 区地税局  

3.镇办财政决算审计 7 
张滩镇、关家镇、吉河镇、坝

河镇、双龙镇、沈坝镇、牛蹄

镇 

 

4.财政财务收支自查抽审 1 

区纪委监察局、区委政法委、

区委农工部、团区委、区档案

史志局、区工商联、区征收办、

区安监局、大竹园敬老院大竹园敬老院大竹园敬老院大竹园敬老院、、、、瀛

湖镇中心校、安康进校、大河

中心卫生院、区妇幼保健院、

区青少年宫、区城投公司 

 

三、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8 

区发改局、区人社局、区水利

局、区交通局、区科技局、区

农机局、江北高中、区第一人

民医院 

 

四、重点专项资金和民生项目审

计 
   

1.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1 区住建局、保障办及相关单位 署定 

2.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 1 
区人社局、区社保经办中心及

相关单位 
署定 

3.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项目资金

审计 
1 区林业局及相关项目镇办 省定 

4.财政扶持民营企业项目资金落

实情况审计调查 
1 区财政局及相关民营企业 

 
市定 

 

五、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10 

区农业局、食药局、工商局、

质监局、手工业联社、老城办、

建民办、田坝镇、双溪镇、新

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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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 2015 年审计项目计划表 

审计项目 
项目

数 
审计单位 备注 

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综合楼、汉

江石堤大桥等投资 1000 万元以

上在建项目 

跟踪 
审计 

六、政府投资项目审计 11 恒大路、香双路、流水中心卫生

院住院楼、新建职中实训楼、区

幼儿园活动楼、大河集镇供水工

程、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工程、香山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殡仪馆迁建等竣工项目 

竣工决

（结）

算审计 

七、省市审计机关对汉滨区的审

计 
   

1.省审计厅对汉滨区陕南移民搬

迁专项资金进行审计 
1 区扶贫局、区财政局及项目镇办 省定 

2.市审计局对区委办、政府办、

接待办的“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进行审计调查 
1 区委办、政府办、接待办 市定 

3.市审计局对区审计局 2014 年度

财政财务收支进行专项审计 

1 区审计局 市定 

八、上级审计机关和区委、区政

府临时交办、部门委托及有关经

济案件涉及的审计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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