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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单位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

扶贫项目、保障性工程存在一定问题

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管理基础薄弱

政府引导基金运营管理

5个单位向所属企业转嫁招

待费，超预算、无公函接待等

涉及金额8 . 8万元

18个部门和31个二级单位

在会议费中列支招待费，在
非定点饭店召开会议等

涉及金额221 . 84万元。

2个部门和8个二级单位违规

发放津贴补贴107 . 25万元

2个二级单位违规垫付应由

职 工 承 担 的 物 业 费 等

12 . 12万元。

4个县违规使用扶贫

资金96 . 05万元，其

中有50万元被套取或

以虚假资料报账

12名相关责任

人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等处分

12个县的32
个项目建成
后闲置

11个个市市22001144年年末末森森
林林覆覆盖盖率率统统计计数数

据据为为3377 .. 55%%，，实实

际际仅仅为为1100%%

44 .. 3355万万亩亩造造

林林计计划划验验收收不不
合合格格或或未未实实施施

1100个个市市需需要要改改造造

的的雨雨污污混混流流管管线线

达达22006666 .. 2233公公

里里

66个个市市99个个污污

水水处处理理厂厂超超
负负荷荷运运行行，，污污
水水未未得得到到有有
效效处处理理

支基金闲置一年，涉及

资金56 . 89亿元27
涵盖了农业、科技、工业、文化产业、
服务产业、养老产业、信息产业、转型
升级引导资金以及部分地市的产业
基金等方面

我我省省首首次次开开展展
自自然然资资源源离离任任审审计计
1市森林覆盖率名为37 . 5%，核对后仅10%

今年，审计报告首次对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境外资产审计、政府引导基金运营管理四项
内容进行审计。7月25日，受省政府委托，山东省审计厅厅长马青山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16年
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对各项审计中发现的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线索，已依
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其中移送司法和纪检监察机关49件，移送其他主管部门57件。

2016年决算草案显示，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 3 9 7 . 5 4 亿元，支出总计
3351 . 51亿元。与向省人大报
告的预算执行情况相比，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2 . 48亿
元，支出减少11 . 6亿元，结转
增加9 . 12亿元，主要是决算
整理期市县上解清算收入和
上解中央支出、对下转移支
付支出减少，导致结转增加。

部分单位仍存在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仍不到
位的情况。有5个二三级预算
单位向所属企业转嫁招待
费，超预算、无公函接待等，
涉及金额8 . 8万元；3个部门
和12个二级单位车辆“过度”
维修保养、违规占用下属企
业车辆等，涉及金额20 . 83万
元；18个部门和31个二级单
位在会议费中列支招待费，

在非定点饭店召开会议等，
涉及金额221 . 84万元。

2个二级单位违规垫付
应由职工承担的物业费等
12 . 12万元。有10个部门和6
个二级单位的20名公职人
员，将执业资格证书挂靠企
业，领取报酬或造成重复参
保，涉及金额260 . 66万元。审
计已移送有关部门问责处
理。

33个个部部门门1122个个单单位位车车辆辆““过过度度””维维修修保保养养

今年，对17个市及所辖
47个县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以
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计。

有3个市本级19个县未
及时拨付或闲置扶贫资金
1 . 39亿元，5个县通过个人
账户管理扶贫资金3209 . 84
万元，4个县违规使用扶贫
资金96 . 05万元，其中有50
万元被套取或以虚假资料
报账，12名相关责任人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由于
前期论证不充分或后期工

作不到位等，2个市18个县
206个项目无收益或收益较
低；由于选址不科学、环境
污染等，12个县的32个项目
建成后闲置。

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中
发现6个市22个县55个项目
2014年前已开工，由于项目
建设单位资金链断裂等，截
至2016年末29593套保障性
住房未建成。2个市11个县落
实安居工程税费减免政策不
到位，共向31个安居工程项
目 违 规 征 收 应 减 免 税 费

3442 . 84万元。4个市50个县
因审核把关不严，将不符合
条件的468户家庭纳入农村
危房改造范围，涉及财政补
助资金198 . 08万元。

这几年养老问题受到关
注。在对民生项目和工程审
计中发现，审计抽查481家养
老机构中，有317家开办手续
不完备，未取得养老机构设
立许可证，但已全部建成投
入运营。13个县养老机构综
合入住率低于50%，个别养老
机构入住率低于10%。

33220099万万元元扶扶贫贫资资金金竟竟由由个个人人账账户户管管理理

今年，选取部分市县开
展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试点工作。审计发
现，水资源管理不力问题突
出。抽查企业中有30家未按
要求关闭自备井，39家超许
可量取水，13家无证取水，超
量取水导致漏斗区持续扩
大。

部分市森林资源管理基
础薄弱。1个市森林覆盖率数
据与实际相差较大，统计年

鉴显示，2014年末森林覆盖
率为37 . 5%，但按照国家新调
查方法核对发现，至2015年
底仅为10%；4 . 35万亩造林计
划验收不合格或未实施，
912 . 58万元中央造林补贴资
金闲置。

另外，1个市还存在建设
用地规模超出2020年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目标，土地后备
资源与用地需求不匹配，保
障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

问题。7个县、市区还存在排
污、水土保持等相关税费征
收不到位，少征污水处理费、
排污费等4180 . 82万元。

对9个市19个县采煤塌
陷地综合治理绩效情况开展
专项审计调查，发现以下主
要问题：19个县2016年完成
治理项目 2 5个、治理面积
3 . 76万亩，仅完成应治理面
积的48%。大量治理专项资金
闲置。

991122万万元元中中央央造造林林补补贴贴资资金金闲闲置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受市
民关注。审计发现，淄博、东
营、德州、滨州等4个市本级
和42个县未编制城市地下管
线综合规划或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规划，34个县未完成地
下管线普查工作，43个县未
完成地下管线综合信息管理
系统建设。

工程建设进度缓慢。6个
市14个县的48个地下管线项
目未能如期开工建设，最长
拖期26个月；8个市本级和35
个县的119个地下管线项目
进度滞后，比计划少完成投
资26 . 93亿元。三是部分老旧
地下管线存在安全隐患。

对17个市本级及所辖66
个区（含部分高新区、开发
区）“十二五”以来至2016年6
月底污水处理绩效情况进行
了审计调查，发现不少城市
仍存在排水体系建设不完
善，雨污混流排放问题普遍。
济南、淄博、潍坊等10个市需
要改造的雨污混流管线达
2066 . 23公里，雨季大量未经
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
污染了水系环境。

淄博、济宁、威海等6个
市9个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
行，污水未得到有效处理。审
计调查的全省17个市136座
污水处理厂中，115个污水处

理厂未建设污水再生利用设
施，占85%。

地方铁路建设成了我省
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年重
点审计了11个铁路项目，发现
3个地方铁路项目建设进度滞
后。其中烟台万华铁路2015年
7月获批后，至2017年3月底未
开工；滨港铁路二期路基工程
应于2017年5月完成，至2017年
6 月仅完成计划工作量的
25 . 7%。另有两个企业铁路专
用线项目山东清沂山石化科
技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项目、
郓城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由
于建设资金紧张，至2017年5
月处于停建状态。

最最长长拖拖两两年年，，4488个个地地下下管管线线项项目目未未如如期期开开工工

本报记者 任磊磊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