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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红十字会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我局派出审

计组于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

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红

十字会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

计。

一、基本情况

2020年县财政批复年初 预算总额为 58.90万元，年度预算

执行中县财政共追加预算 10.54万元，全年预算收入合计 69.44
万元；全年预算支出合计 69.3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4.55万
元，项目支出 4.75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0.41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凤庆县红十字会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中也发现存在用年初预算培训费列

支电话费、网络费和差旅费等问题需要加以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用年初预算培训费列支电话费、网络费和差旅费等，涉

及资金22 922.98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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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用年初预算培训费列支电话费、网络费和差

旅费问题，责成凤庆县红十字会在今后工作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

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认真贯彻执行《预算

法》，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增强预算约束力，

努力提高预算执行效果，发挥财政资金绩效。（二）强化对《政府

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

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凤庆县红十字会在工作中加强预算收支管

理，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审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3—

凤庆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度部门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

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我局派出审

计组于 2021年 4月至 5月，主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

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

计。

本次审计尚未发现以上单位在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财务收支方面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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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水务局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我局派出审计组于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要运用我局

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

对凤庆县水务局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县财政批复年初收入预算总额为 1 442.68 万元，年

度预算执行中县财政共追加预算 4 718.71万元， 当年预算收入

合计 6 161.39 万元，上年结转 1 127.4 万元，全年收入合计 7

288.79万元;全年支出合计 3 634.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 524.47

万元，项目支出 2 110.2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3 654.12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29.4万元，项目支出 3 624.72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凤庆县水务局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调查中也发现存在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用小箐沟水库银行贷款支付办公费、差旅

费、工程款等方面问题需要加以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110 239 391.58 元，新增往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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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34759.14元
（二）2020年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涉及金额 33 097 511.2

元。

（三）用收回的小箐沟水库银行贷款垫支办公费、差旅费、工

程款等 2 373 977.83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责成凤庆县水务局

制定往来款清理计划，对往来款项余额进行清理，确保逐年递减，

并认真执行《预算法》规定，严格控制新增数额；对预算执行率低

问题，责成凤庆县水务局加强与县级财政部门衔接协调，按进度拨

付支付相关款项，加快项目实施，发挥好资金绩效，增进人民福祉；

对用收回的小箐沟水库银行贷款垫支办公费、差旅费、工程款问题，

责成凤庆县水务局将用收回的小箐沟水库银行贷款垫支的办公费、

差旅费、工程款等资金归还原渠道。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认真贯彻执行《预算

法》，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增强预算约束力，

努力提高预算执行效果，发挥财政资金绩效。杜绝挤占挪用专项资

金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二）加强往来款核算，有计划的对往

来款项进行清理，确保往来款余额逐年递减，并严控新增数额，防

范好债务风险。（三）强化对《政府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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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一是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水务局已制

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二是 2020年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问题，水

务局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财政资金到位后进行拨付；三是用

收回的小箐沟水库银行贷款垫支办公费、差旅费、工程款等问题正

在整改。审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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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党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我局派出审计组于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要运用我局

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

对洛党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2020年县财政批复年初收入预算总额 1 791.91万元，年度预

算执行中县财政共追加预算 1 252.43 万元，全年预算收入合计 3

044.34万元；全年预算支出合计 2 617.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

770.24万元，项目支出 847.23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426.87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洛党镇人民政府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调查中也发现存在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等方面问题需要加以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55 486 171.32 元，新增往来款

3578827.56元

（二）2020年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涉及金额 6 996 5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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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 2020年新增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责成

洛党镇人民政府制定往来款清理计划，对往来款项余额进行清理，

确保逐年递减，并认真执行《预算法》规定，严格控制新增数额；

对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问题，责成洛党镇人民政府加强与县级财

政部门衔接协调，按进度拨付支付相关款项，发挥好资金绩效，增

进人民福祉。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认真贯彻执行《预算

法》，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增强预算约束力，

努力提高预算执行效果，发挥财政资金绩效。（二）加强往来款核

算，有计划的对往来款项进行清理，确保往来款余额逐年递减，并

严控新增数额，防范好债务风险。（三）强化对《政府会计制度》

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一是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洛党镇已制

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二是 2020年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问题，洛

党镇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财政资金到位后进行拨付。审计建

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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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凤庆县委政法委员会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我局派出审计组于 2021年 4月 13日至 5月 31日，主要运用我局

自主研发的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

对中共凤庆县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凤庆县政法委”）2020年
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一、基本情况

2020年县财政批复年初收入预算总额为425.72万元，年度预

算执行中县财政共追加预算76.83万元，追减8.05万元，上年结

转57.31万元，全年收入合计551.81万元；全年支出合计481.1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86.76 万元，项目支出94.41 万元；年末

结转结余70.64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凤庆县政法委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部门预算、决算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的规定。但审计调查中也发现存在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等方面问题需要加以整改和完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往来款清理不及时 458 568元，新增往来款 199 968元
（二）2020年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凤庆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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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责成凤庆县政法委

制定往来款清理计划，对往来款项余额进行清理，确保逐年递减，

并认真执行《预算法》规定，严格控制新增数额；对预算执行率低

问题，责成凤庆县政法委加强与县级财政部门衔接协调，按进度拨

付支付相关款项，发挥好资金绩效，增进人民福祉。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建议：（一）认真贯彻执行《预算

法》，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增强预算约束力，

努力提高预算执行效果，发挥财政资金绩效。杜绝挤占挪用专项资

金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二）加强往来款核算，有计划的对往

来款项进行清理，确保往来款余额逐年递减，并严控新增数额，防

范好债务风险。（三）强化对《政府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一是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凤庆县政法

委已制定了往来款清理计划;二是 2020年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问

题，凤庆县政法委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财政资金到位后进

行拨付。审计建议正在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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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县地方民航发展办公室 2020年度部门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

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我局派出审计组于 2021年 4月至 5月，主要运用我局自主研发的

审计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查找和现场核实的方式，对凤庆县地

方民航发展办公室 2020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本次审计调查尚未发现以上单位在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方面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