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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大型灌区2016年度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县审计局自 2020

年 10月 5 日至 2021年 11月 26日，对勐海县大型灌区管理局（以

下简称“县大灌局”）负责建设的勐海县大型灌区 2016年度续建配

套和节水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

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勐海县勐混镇，属于勐混灌片。批复的建设规模

为：设计灌水率每秒 0.87立方米，万亩综合灌溉定额 446万立方

米。工程建设内容为勐混灌片那达勐水库西干渠曼国倒虹吸尾渠、

倒虹吸南、北支管总长 8.81km。项目于 2016年 11月 20日开工，

于 2019年 12月 26日验收，计划工期 150日历天，实际工期 556

日历天。

审计结果表明，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履行了建设程序，

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等工程管理制度，

基本能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进行财务核算。但也存在

多计工程结算价款、应招标未招标、项目建设成本核算不实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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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结算价款 15.55 万元。本次审计，发现因存

在工程量计算错误、工程单价过高等情况，导致多计工程价款

15.55万元。

（二）挤占挪用项目建设资金 3.19 万元。经审计，发现县大

灌局存在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涉及资金共计 3.19万元。

（三）应招标未招标，涉及金额 84.50 万元。经审计，发现

县大灌局在未履行招投标程序情况下，将该项目勘察设计直接委

托云南华禹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实施。

（四）公务接待支出证明性资料不齐全、不完整，涉及

金额 0.94 万元。经审计，发现县大灌局支出业务接待费 0.94万元

无公务接待函，同时存在部分费用报销单无接待人数、陪餐人数

等信息。

（五）个别经济业务会计核算不规范。经审计，发现县大灌

局存在个别业务不同内容和类别的原始凭证汇总填制在一张记账

凭证上、摘要未能反映具体的经济业务等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的

情况。

（六）项目档案资料保管不善。该项目存在工程第一、五标

段履约保证金的履约保函以及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和退还的证

明资料丢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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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

具了审计报告。对于多计工程结算价款的问题，责令县大灌局依

法进行整改，已经支付的多计款项应予收回，尚未支付的多计款

项不得再支付；对于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问题，责令县大灌局依

法归还原资金渠道处理，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于应招标未招

标的问题，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对于公务接待支出证明性资

料不齐全不完整、个别经济业务会计核算不规范、项目档案资料

保管不善的问题，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

针对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建议建设单位加强项

目的建设管理，提高项目建设程序执行力，严格按照国家招投标

法的的相关规定，对达到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服

务履行招投标程序，杜绝项目建设程序中的违规行为；二是建议

建设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

规范会计核算管理，杜绝建设管理费中的不合规、不合理支出，

保证项目投资成本的真实合法；三是建议建设单位在以后的项目

建设中，及时组织竣工验收，科学合理约定工期，保证在合同约

定时限完成建设，并认真收集、整理、汇集各种建设资料，严格

按照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规定立卷归档。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大灌局积极采纳审计建议，采取有



- 4 -

效措施进行整改。对于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问题，已整改金额1.07 万

元；对于应招标未招标的问题，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对于多计工

程结算造价、公务接待支出证明性资料不齐全不完整、个别经济

业务会计核算不规范、项目档案资料保管不善的问题已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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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2016年度易地扶贫搬迁和扶贫安置点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勐海县审计局派

出审计组，自 2021年 2月 23日起，对勐海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下简称“县发展改革局”）负责监督，勐海县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县城投公司”）、勐海县打洛镇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打洛镇政府”）、勐海县勐宋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勐宋

乡政府”）负责实施的勐海县 2016年度易地搬迁项目和扶贫安置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3个安置点（以下简称“本项目”）持续开展跟

踪审计工作，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勐海镇、勐遮镇等共涉及 9 个乡镇 18 个村委会

33 个村小组的 33 个安置点，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场

地平整、挡土墙、道路等为主，兼顾给排水、公厕、社房、垃圾

房、水池等工程。批复总投资 15 686.73万元。

本项目于 2016年 3 月至 2016年 7月陆续开工，于 2017年 1

月至 2018年 9月完成竣工验收，多数安置点计划工期 4 个月，实

际完成最长工期 27个月。

审计结果表明，在建设管理中，各建设单位基本执行了项目

审批制、法人制、工程监理制、招投标制等建设管理制度。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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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超批复投资、超付工程款的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安置点建设投资超批复。审计发现，本项目完成

投资 16 814.40万元，超批复投资 1127.67万元，超批复投资比例

为 7.19%。

（二）超付工程款 14.32 万元。审计发现，勐阿懒堆房和取

纳低两个安置点超付工程看 14.32万元。

（三）部分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 109.17 万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

具了审计报告。对于部分安置点建设投资超批复的问题，移送相

关部门处理；对于超付工程款的问题，责令建设单位积极追回项

目资金；对于部分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的问题，建议县城投公司

积极向勐海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指挥部报告和申请，及时结

清相关债务。

针对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按照批复建设内

容及资金限额实施，严格管控工程造价，避免再次出现项目超概

算投资的情况；二是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和相关合

同约定结清相关债务；三是收集齐全与项目建设活动相关的资料，

整理编制后归档，并做好资产移交及后续管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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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城投公司积极采纳审计建议，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对于超付工程款的问题，已整改 2.32万元，

正在积极整改 12万元；对于部分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的问题，已

整改 30万元，正在积极整改 79.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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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2019年度松江区与西双版纳州两地企村

结对帮扶项目专项资金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县审计局 2021年

3 月 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对勐海县 2019 年度松江区与西

双版纳州两地企村结对帮扶项目（以下简称“2019 年度企村结对

项目”）建设管理和资金收支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及实施方案，2019年度企村结对项目共实

施项目 21个，涉及基础设施 18项、亮化工程 1 项、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1项、产业发展 1项，由各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或村

委会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 237万元，资金来源为上海帮扶资金

210万元，其他资金 27万元。项目受益涉及全县 11个乡镇的 21

个村委会，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1539户 5976人。

审计结果表明，县乡村振兴局积极争取援滇资金，全面实施

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项目，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扎实

的基础，项目的实施对农村的环境、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较好。

但在各乡镇实施的项目中抽查发现，未按批复内容实施、项目管

理不到位，还有部分项目尚未产生经济效益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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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超批复投资 30 万元。2019 年勐海县勐往乡沪滇

扶贫协作蚌蛾田功能提升项目批复投资 10万元，最终实际完成投

资 40万元，存在超批复投资 30万元。

（二）未按项目批复内容完成建设。经审计，发现部分项目

存在未按批复内容完成建设的情况

（三）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20 万元。经审计，发现部分

乡镇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四）超比例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0.5 万元。勐遮镇 2019年

曼洪村委会企村结对项目以合同价5%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0.5万

元，存在超比例预留质量保证金的问题。

（五）项目资金汇入个人账户 30 万元。勐海县勐宋乡 2019

年大安村、三迈村企村结对帮扶项目等 30万元项目资金汇入个人

账户。

（六）项目台账管理不规范。经查阅项目资料，项目基本已

完工近一年，但都尚未形成目录整理归档。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

具了审计报告。对于项目超批复投资、未按项目批复内容完成建

设、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超比例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项

目资金汇入个人账户、项目台账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建议县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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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局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好规范管理。

针对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建议县乡村振兴局督

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合理编制概（预）算，强化实施方案编制的审

核把关，对项目的科学性、合规性、可行性进行论证，从而提高

项目立项精准度；二是建议县乡村振兴局加强企村项目的建设规

划和统筹力度，引领推进各项目的建设管理，并落实已建成项目

的管护责任，确保项目可持续发挥效益，防止资产闲置和损失浪

费；三是建议各项目实施单位增强项目管理人员责任心与积极性，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实现项目管理“目管化、制度化、专业化”；

四是建议各项目实施单位积极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渠道，打造适合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高效产业，高标准高质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乡村振兴局积极采纳审计建议，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对于项目超批复投资、未按项目批复内容

完成建设、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超比例预留工程质量保证

金、项目资金汇入个人账户、项目台账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已整

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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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2019年度松江区与西双版纳州两地企村

结对再出发帮扶项目专项资金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县审计局 2021年

3 月 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对勐海县 2019 年度松江区与西

双版纳州两地企村结对再出发帮扶项目（以下简称“2019 年度企

村结对再出发项目”）建设管理和资金收支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现

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勐阿镇纳丙村纳翁小组生产道路桥建设项目》（海发

改复〔2020〕21 号）等 12 份立项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审计共

实施项目 18个，由各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负责实施，

项目总投资 282万元，资金来源为上海帮扶资金 182万元，其他

资金 100万元。项目受益全县 11个乡镇的 18个村委会，涉及建

档立卡贫困户 1279户 4978人。

审计结果表明，县乡村振兴局积极争取援滇资金，全面实施

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项目，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扎实

的基础，项目的实施对农村的环境、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较好。

但还存在项目未按批复内容实施、项目管理不到位，部分项目尚

未产生社会效益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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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未按项目批复内容完成建设。经审计，发现部分项目

存在未按批复内容完成建设的情况

（二）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15.22 万元。经审计，发现

部分乡镇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

（三）项目资金汇入个人账户 8 万元。经审计，勐宋乡实施

的 2019年三迈村、大安村、曼金村、蚌龙村第二批企村结对项目

巩固提升支出资金 8万元汇入个人账户。

（四）项目台账管理不规范。经查阅项目资料，项目基本已

完工近一年，但都尚未形成目录整理归档。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

具了审计报告。对于未按项目批复内容完成建设、未严格执行政

府采购程序、项目资金汇入个人账户、项目台账管理不规范的问

题，建议县乡村振兴局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做

好规范管理。

针对发现的问题，县审计局建议：一是建议县乡村振兴局督

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合理编制概（预）算，强化实施方案编制的审

核把关，对项目的科学性、合规性、可行性进行论证，从而提高

项目立项精准度；二是建议县乡村振兴局加强企村项目的建设规

划和统筹力度，引领推进各项目的建设管理，并落实已建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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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护责任，确保项目可持续发挥效益，防止资产闲置和损失浪

费；三是建议各项目实施单位增强项目管理人员责任心与积极性，

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实现项目管理“目管化、制度化、专业化”；

四是建议各项目实施单位积极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渠道，打造适合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高效产业，高标准高质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县乡村振兴局积极采纳审计建议，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对于未按项目批复内容完成建设、未严格

执行政府采购程序、项目资金汇入个人账户、项目台账管理不规

范的问题，已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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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城供水改扩建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县审计局 2021年 11

月 27日至 2021年 12月 22日，对勐海县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县水投公司”）负责建设的勐海县城供水改扩建项目

（以下简称“供水改扩建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

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供水改扩建项目位于勐海县勐海镇曼贺村委会曼景买村小组，

水源为那达勐水库，供水范围为勐海县城规划区域，包括勐海主

城区、曼兴水库片区、茶厂片区，主要工程内容为新建原水管道

21645米；新建 2.00万 m³/d水处理厂一座，设置两组水处理构筑

物； 新建 DN600~DN200 清水输水管网；新建源水输水管道

DN600 螺旋钢管 707 米；新建污水管道 DN700 无缝钢管 174.5

米。分两个标段实施，一标段于 2014年 2月 25日开工，于 2016

年 6月 28日竣工验收；二标段于 2015年 2于 10日开工，于 2017

年 7月 18日竣工验收。

审计结果表明，能够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单独核算，

建立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在建设管理中，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

制、项目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等建设管理制度。但也存在施工前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应招标未招标、多计工程结算价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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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详见公告问题清单）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详见公告问题清单）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详见公告问题清单）

公告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清单 整改建议 整改情况

1 勘察设计应招标未招标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2 未办理项目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3 未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4 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5 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施工

建议县水投公司在今后的项目建设管理中，严格执行

国家对建筑工程施工的规定，做好项目开工前的各项

工作

已完成整改。该问题已被相关部

门处罚。

6
项目直接委托无资质条件的承包

单位实施，涉及金额 53.45万元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7
设计单位转包承揽的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8
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竣工验收备

案

建议勐海县水投公司在今后项目实施中，应严格执行

相关规定，杜绝此类行为发生
已完成整改。已完成备案。

9
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中标通知书

和签订施工合同

建议勐海县水投公司在今后项目实施中，应严格执行

相关规定，杜绝此类行为发生
已完成整改。已签订合同书。

10 多计工程结算造价2074.13万元
对已经支付的多计工程价款应收回，未支付的多计工

程价款不得再支付

已完成整改。核减部分未支付，

以后不再支付。

11
挤占挪用建设项目资金508.11 万

元
依法整改，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处理 正在整改。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12 多计待摊投资97.69 万元 依法整改，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处理 正在整改。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13 部分已完工项目未办理工程结算
建议建设单位应尽快对尚未办理结算的工程进行结

算

正在整改。正在清理未办理结算

项目。

14 未按批复落实项目资金
建议建设单位积极同财政部门协调，争取将未落实资

金尽快足额拨付到位，以结清工程项目债务
正在整改。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15 未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建议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确保

项目验收程序的完整性。

正在整改。正在开展水土保持验

收工作。

12 项目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议建设单位及时开展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

收并编制验收报告，确保项目验收程序的完整性。

正在整改。正在开展环境保护设

施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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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建议建设单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缴

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并进行备案

已完成整改。项目已完成竣工，

也未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在今

后工作中严格按规定缴纳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并备案。

18 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建议建设单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财务核算，在以后工作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已完成整改。按规定调整科目。

19 会计核算不完整
建议建设单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财务核算，在以后工作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已完成整改。已将应付未付资金

做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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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勐满水库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县审计局 2021年 6月

11日至 2021年 12月 2日，对勐海县水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县水投公司”）负责建设的勐海县勐满水库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勐满水库项目”）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勐满水库项目位于勐海县勐满镇密蚌河的中～下游河段，以

水库建设为主。批复建筑规模为小（一）型水库，总库容 298.22

万 m3,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拦河坝、溢洪道、输水（导流）隧洞、

渠道及集镇供水工程。项目主体工程于 2013年 12月 28日开工，

2019年 12月 26日由勐海县水投公司主持通过了合同完工验收。

计划工期 28个月，实际工期 72个月。

审计结果表明，该批项目在建设管理中，基本执行了项目审

批制、法人制、工程监理制等建设管理制度。但也存在应招标未

招标、用地手续不规范、多计项目投资、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问

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详见公告问题清单）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详见公告问题清单）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详见公告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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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清单 整改建议 整改情况

1 勘察设计应招标未招标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2
未按相关规定办理项目建设用

地审批手续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3
实际使用的临时用地未办理审

批手续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4
临时用地范围内建设永久性建

筑物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5
未严格划分临时用地复垦的主

体责任

责成县水投公司重新整理征地补偿资料，划分责任

清单，向责任单位追回应承担的补偿款，并调整相

关账务

正在整改。正在与施工单位对接，

核实临时用地复垦责任方。

6
土地复垦方案未取得审查意见

书

建议建设单位及时向勐海县自然资源局提出土地复

垦方案审查申请，确保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合理合规。

正在整改。目前正在积极向自然资

源局申报。

7 多计工程结算造价 272.34万元
对已经支付的多计工程价款应收回，未支付的多计

工程价款不得再支付

已完成整改。核减部分未支付，以

后不再支付。

8
挤占挪用建设项目资金15.85万

元
依法整改，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处理 正在整改。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9 多计待摊投资 3.46万元 依法整改，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处理 正在整改。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10
未进行临时用地的土地复垦验

收

建议建设单位及时向勐海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土地复

垦的验收工作，确保土地复垦合理达标

正在整改。目前正在积极向自然资

源局申报。

11 项目未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建议勐海县水投公司加快推进验收工作进度，确保

项目验收程序的完整性

正在整改。正在开展水土保持验收

工作。

12
项目未及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建议勐海县水投公司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及时完

成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确保项目验收程序的完

整性

审计期间已整改。已完成验收。

13 未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建议建设单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缴

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并进行备案

已完成整改。项目已完成竣工，也

未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在今后工

作中严格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并备案。

14
未办理产权占有登记，涉及金额

21.02万元
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15 未按批复落实项目资金
建议建设单位积极同财政部门协调，争取将未落实

资金尽快足额拨付到位，以结清工程项目债务
正在整改。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 19 -

16 公务接待支出管理不规范
建议建设单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财务核算，在以后工作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已完成整改。在今后的工作中，严

格执行业务接待制度和措施，把厉

行节约的原则贯彻落实到位。

17 未按规定科目列报支出
建议建设单位规范会计基础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财务核算，在以后工作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已完成整改。在今后的工作中，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财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