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鸡市审计局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拟订审计地方性规章并监督执行；参与起草

地方财政经济及其相关的法规、规章草案；

（2）负责市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

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3）负责市政府投资和以市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

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审计；

（4）负责市级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

审计；

（5）负责审计署、省审计厅授权审计的中省属驻宝企

事业单位财务收支审计；

（6）负责市管领导干部及依法属于市审计局审计监督

对象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7）负责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报

告；

（8）负责依法领导和监督县（区）审计机关的业务，

组织市、县审计机关实施特定项目的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市级审计机关审计的



其他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 年，共完成审计项目 330 个，查出管理不规范资金

132.8 亿元、违规资金 10.7 亿元，促进上缴财政、归还原渠

道、挽回损失等资金 9.7 亿元。其中，市局完成市政府下达

审计项目 32 个，超额完成上级交办审计项目 22 个，向被审

计单位提出审计建议 155 条，被采纳 119 条，通过市局门户

网站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18 份。

全年向纪检监察等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64 起， 128 名相

关责任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向省厅和市委、市政府上报审计

要情 12 份，领导批示批办 8 份；全市 4 个审计项目、4 份综

合审计报告受到省厅表彰。总结去年工作，主要有 5 个方面

的显著特点：

（一）实施兵团作战，重点工作成效显著。完成了重大

政策暨“追赶超越”审计和精准扶贫审计两大政治任务。

在重大政策暨“追赶超越”审计方面，赴渭南开展工作，

查处问题 43 个，向省厅移送案件线索 11 起。同时，认真做

好县区间交叉审计，向市政府上报审计专报 4 份。

在精准扶贫审计方面，组织对我市 5 个国定贫困县和渭

南富平、白水两个县的精准扶贫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资金

11 亿元，查出违规违纪和管理不规范资金 2.1 亿元，督促整

改问题 153 个。



（二）坚持统筹兼顾，专项审计稳步推进。

在财政审计方面，重点关注财税政策、八项规定、三公

经费、存量资金等热点问题，代表市政府向市人大报告 2016

年度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和查处问题

整改落实工作，满意度均达到 100%。

在投资审计方面，完成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22 个，核减投资额 2.3 亿元。

在经济责任审计方面，市局完成 5 个单位主要领导经济

责任审计及 2 个单位领导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向纪

检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7 起，9 名领导干部受到警告、记过等

党政纪处分。组织部门首次根据审计结果，对 6 名领导干部

进行了提醒谈话。

在重点专项资金审计方面，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连

续第 6 年被省审计厅和市政府表彰为先进。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审计，揭示了基金欠缴数额大、支撑能力下降等

重大问题。

在财务收支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方面，组织对市属 82

户国有企业实施了拉网式审计调查，全面揭示了企业经营发

展、投入产出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市区道路停车收

费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摸清了停车场点及泊位情况，揭示了

管理协调不统一、规划建设滞后、监管不到位等 5 方面突出

问题。



（三）突出两大抓手，审计质量大幅提升。市局全年向

纪检监察等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64 起，向省厅和市委、市政

府上报审计要情 12 份，领导批示批办 8 份，全市 4 个审计

项目、4 份综合审计报告受到省厅表彰。

（四）转变工作理念，改革创新有效突破。出具的 82

户国有企业审计综合报告和 5 份分析报告受到市委、市政府

领导肯定；公车改革审计要情被市长批示，市财政局、机关

事务局根据审计建议，制定出台了市本级《公务车配备更新

审批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和《推进公务用车“两化”管理

实施方案》；联合市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宝鸡市审计中发

现违纪问题线索移送办法》。

（五）聚力锤炼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思想政治

建设上，精心策划举办“贯彻十九大精神、抒发审计人情怀”

演讲赛，宝鸡电视台、宝鸡日报、宝鸡人民广播电台等宝鸡

主流媒体专题报道，社会反响热烈。在作风建设上，严格公

务接待和公车使用，抓好“扶贫包抓”、“联企帮扶”、“美

丽乡村建设”等工作，我局工作动态被相关简报多次刊登。

在廉政建设上，全年召开审计廉政进点会 24 次，开展廉政

巡回督查回访 4 次。在学习培训上，组织全市审计系统 230

多名干部，分 4 期赴南京审计大学开展知识更新培训，聘请

专家教授开展专题讲座 2 期。在对外宣传上，市局全年在《中

国审计报》、《中国审计》、《现代经济与审计》、《宝鸡



日报》及有关杂志刊物和网站上刊登信息、理论文章和调研

报告 162 篇，宝鸡审计宣传面进一步扩大、效果进一步提升。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决

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本部门 2017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所属事业单位

共有 1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宝鸡市审计局本级（机关）

2 计算机审计信息中心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72 人，其中行政编制

66 人、事业编制 6 人；实有人员 72 人，其中行政 66 人、事

业 6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48 人。

序号 单位名称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离退休人数

1 宝鸡市审计局 66 人 66 人 48 人

2 计算机审计信息中

心

6 人 6 人

合计 72 人 72 人 48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休情况



（1）2017 年度收入合计 2,135.32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99万元,减少0.51%。其中信息化建设收入较上年减少105

万，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收入较上年减少 196.06 万，主要

原因是信息化项目工程结束，离退休人员待遇支出改到审计

事务（行政运行）科目。

（2）2017 年度支出合计 2,248.20,万元，比上年增加

152.98 万元，增长 7.30%。主要原因政府投资项目经费增加

及人员待遇提高。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7 年度收入合计 2,135.32 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2017 年度支出合计 2,248.20 万元。

（1）基本支出 1,105.17 万元，占总支出的 49.16%。主

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

支出。包括人员经费 1,032.25 万元和公用经费 72.92 万元。

（2）项目支出 1,143.03 万元，占总支出的 50.84%。主

要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预算支

出之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我局主要包括审计业务、

信息化建设、其他审计事务支出、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专

项业务支出。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2,135.32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99 万元,减少 0.51%。其中信息化建设拨款收入较上年减

少 105 万，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 196.06

万，主要原因是信息化项目工程结束，离退休人员待遇支出

改到审计事务（行政运行）科目。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2,248.2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52.98 万元，增长 7.30%。主要原因政府投资项目经费增加

及人员待遇提高。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248.2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78.25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49 万元(主要是行政单位离退休

金、死亡抚恤金)、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9.46 万元（主

要是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保险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78.25 万元。包括：

（1）机关服务 11.66 万元，主要反映本部门的基本运

行支出。

（2）审计事务支出 1988.78 万元，主要是本部门开展

业务支出、信息化建设及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等费用支出。

（3）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77.81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105.17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 1,032.25 万元，公用经费 72.92 万元，

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

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32.73

万元，比上年增加 23.92 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1 人次，费用 4.95 万元。

（2）公务接待费 1.06 万元，主要包括上级部门的督导

检查及兄弟城市来宝考察学习等接待任务发生的费用。2017

年度公务接待累计 11 批次，112 人次。2017 年度公务接待

费比上年减少 0.07 万元，较上年减少 6.19%。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6.72 万元，2017 年

本部门报废 1 辆公务执勤车，购置 1 辆公务执勤车 20.31 万

元，车辆总数保有率不变。用于保障市局开展工作公务活动

发生的车辆燃油费、维修费、路桥费、保险费、审验费等支

出 6.4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增加 19.04



万元。截至 2017 年底，本部门公务用车实际保有量 3 辆。

2、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1.62 万元，比上年减少

0.03 万元，下降 1.82%。主要是严格执行会议费管理办法，

压缩会议规模和次数。

3、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本部门培训费支出 3.27 万元，比上年减少

1.47 万元，下降 31.01%。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对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

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858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72.93 万元，主要用

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2017 年机关运行经

费比上年减少 153.30 万元，下降 67.76%，主要原因是提高

机关运行效率，减少了日常经费支出。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783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类支出 13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653 万。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3 辆。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 1 辆，报废车辆 1 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

5、社会保障缴费：反映机关和事业单位为职工缴纳的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以及事业、工伤、生育、大病统筹和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