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德县财政局 2020 年
财政监督检查查后公告

为大力推进财政监督机制建设，不断提高财政监督管理水

平，保证财政资金安全有效，根据《青海省财政厅 2020 年财政

监督工作要点》、《海南州 2020 年财政工作要点》及《海南州财

政局关于印发 2020 年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财字

[2020]99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年初制定并印发了《贵

德县财政局 2020 年财政监督工作方案》（贵政财[2020]35 号），

总共包括 14 项检查内容，目前已按方案完成了各类监督检查事

项，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对口援建资金检查情况

（一）基本情况：自 2011 年—2019 年我县对口援青资金共

涉及 19 个部门 188 个项目，援建资金共计 34143 万元，其中“交

钥匙”工程资金 6449 万元、规划内项目资金 27253 万元、规划

外项目资金 226 万元、培训费 215 万元。截至 2019 年底，对口

援青资金到位 27694 万元（含规划外项目资金 226 万元），共拨

付使用资金 22533 万元，资金结转结余 5161 万元。

（二）存在的问题：从各单位自查及州县联合核查情况来看，

在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方面能够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江苏

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州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执

行，使得全县对口援建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但是，

个别项目及资金在实施管理中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结转结余



资金数额较大、项目实施程序不规范、个别单位报账资金财务核

算不规范、培训费资料不齐全。问题均已随同检查反馈至各单位，

目前还未整改完成的单位有：

1、河东乡人民政府：2014 年沙柳湾村高原美丽乡村项目、

2015 年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未提供项目施工过程中的资料，

未提供验收资料。

2、贵德县农牧局（贵德县少数民族科普队）：2013 年全县

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项目，无培训方案和总结。

3、贵德县民政局：2012 年河西救助站项目资金存在最终工

程造价与实际支付金额不一致的问题。该项目主体工程以 119 万

元招标，后陆续与中标单位签订施工合同 3 份，最终工程造价

301 万元，实际支付 350 万元。

二、2018—2019 年小金库专项治理回头看检查情况

在对 2018 年小金库及其他违规违纪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再回

头看的基础上，对单位 2018 年—2019 年小金库问题随同专项资

金检查、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及“三公”经费合规性的检查一并开

展。未发现各单位存在“小金库”问题，但存在其他违反财经纪

律的问题，反映在以下会计质量监督检查中。

三、重点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情况

专项资金围绕脱贫攻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

政策资金落实，主要对 2019 年扶贫资金、残疾人补助资金、敬

老院建设等项目资金进行重点专项资金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共



涉及单位 24 个，68 个项目，资金共计 22868 万元。为保证检查

质量，通过委托第三方和财政局各股室检查两种方式进行。其中

委托第三方检查和绩效评价 24 个项目计 13411 万元；由财政局

组织检查的 44 个项目计 9457 万元。

委托第三方进行的专项检查和绩效评价的项目情况以第三

方最终出具的报告反映，本通报只反映由财政局组织检查时发现

的问题。

（一）教育系统 2019 年重点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公用经费、

营养餐、生活费）中存在问题：

1、营养餐及生活费支出管理不规范，会计账务中购置物品

只有入库单，无出库清单。涉及单位有：阿什贡小学、常牧寄宿

制学校、尕让寄宿制小学、河东寄宿制学校、河西寄宿制学校、

河阴寄宿制学校、王屯小学、县幼儿园。

2、部分差旅费支出不规范，无正式的出差（培训）文件。

涉及单位有：贵德县阿什贡小学、尕让寄宿制小学、河东寄宿制

学校、河阴小学。

3、个别学校报销差旅费超标准。涉及单位有：河西寄宿制

学校、河阴寄宿制学校、河阴小学、王屯小学、县幼儿园。

4、支出凭证附件不齐全依据不充分，大额支出无会议纪要。

涉及单位有：常牧寄宿制学校、河西寄宿制学校、河阴寄宿制学

校、王屯小学。

5、支出发票不合规，以白条列支。涉及单位有：河阴寄宿



制学校、王屯小学。

（二）贵德县民宗局 2018 年民族宗教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存

在的问题：

1、合同签订不规范，且无三方询价。如：尕让乡阿什贡清

真寺项目、贵德县拉西瓦镇曲乃亥村文化活动室项目。

2、工程验收移交表内容填写不完整。

3、结余资金未上缴国库。如：贵德县拉西瓦镇曲乃亥村文

化活动室项目结余资金 500 元未上缴国库。

四、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

对 2019 年度决算抽查了 16 个单位、对 2020 年度预算信息

公开抽查了 12 个单位。主要检查各单位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完

整性、规范性、细化程度等情况。通过对所抽取单位的检查情况

来看，均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

（一）2020 年预算信息公开检查：各预算单位按照预算公

开规定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贵德县政府网站进行公开，要求公

开相关表格、内容等符合预算公开相关要求。但填报的相关数据

及说明中存在以下问题：

1、贵德县民政局：部门公开表 9：部门项目公开表中合计

应为 4215.51 万元，公示数据为 4214.29 万元，相差 1.22 万元。

2、贵德县应急管理局：部门公开表 1：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本年收入：预算数为 293.32 万元、网站公开数据为 292.37 万元；

部门公开表 3：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工资福利支出：预算



数为 231.51 万元，网站公开数据为 231.52 万元；绩效工资：预

算数为 2.91 万元，网站公开数据为 2.92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预算数为 19.23 万元，网站公开数据为 19.24 万元；部

门公开表 3：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数为 17.41 万元，网站公开

数据为 61.81 万元；

3、发改局：公开表中的功能科目错误，行政运行科目错填

为教育支出 2050101，应为 2010401；第三部分情况说明中，一

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数据有错误，如：行政运行预

算数应为 321.97 万元（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合计），但是说明

中只是体现了基本支出的 314.57 万元；第 10 项说明错误。

4、广播电视台：部门公开表 8 缺少合计数。第十项中其他

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1）中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应重新说明。

5、交通局：预算公开表 1 中，分项合计数为 702.02 万元，

表格中填报公示的数据为 702.01 万元；公开表 2 中，基本支出

与项目支出合计数相加为 666.01 万元，但表格中填报公示的数

据为 702.01 万元。

6、贵德县旅游管理委员会：预算情况说明中，2020 年一般

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602.74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471.10 万

元，在表述原因时却为“县级旅游发展扶持资金“减少”表述错

误。

7、贵德县司法局：部门公开表 3 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表中的 30228 工会经费 6.3 万元应当属于公用经费支出；第三部



分三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人员经费 614.11 万元，

与后面明细合计不符。公用经费 45.6 万，与后面的明细合计不

符。

（二）2019 年决算公开检查：各预算单位按照决算公开规

定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贵德县政府网站进行公开，公开相关

表格、内容等符合 2019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模版的相关要求，经

抽查存在问题如下：

1、贵德县生态环境局：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中合计栏没有

合计数； 2019 年度县财政批复绩效项目 3 项,公开公示预算绩

效管理开展及完成情况中只有 1 项；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中还有 2

个项目未进行自评。

2、贵德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公开表 2 中，财政拨款收入

合计数错误，应为 570.06 万元；第三部分说明中，一（一）1

中，财政拨款收入数据错误，因此与上年相比时增加数据及增长

率均错误；公开表 3 中基本支出数合计为 443.11 万元，公开表

5 中基本支出数为合计 442.54 万元，基本支出数据前后不一致。

公开表3中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据均差0.1

万元，相对应的第三部分说明中的数据错误。

3、贵德县就业服务局：第三部分说明未搭配相关图表进行

说明。

4、贵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表 1 中，本年支出栏中漏

填 “住房保障支出”数据；本年支出合计数错误（各明细合计



与支出合计不一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及

支出，建议在第三部分政府性基金说明中简要表述为“本单位

2019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的相关情况”。

5、贵德县教育局：第三部分情况说明一（二）1 和 6 中，

占比数据错误；第三部分情况说明五（一）中，较上年减少数据

需核实。

6、贵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算财决批复 01 表住房

保障支出中，财政批复为 35.35 万元，而决算公开表为 34.35 万

元，数据不一致；决算财决批复 06 表培训费财政批复为 0.72 万

元，而决算公开表为 1.18 万元，数据不一致；财决批复 06 表对

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财政批复为 19.68 万元，而决算公开表中无

数据和情况说明。

7、贵德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第三部分情况说明第一中，大

部分与上年收入、支出对比数据错误；情况说明五（一）中，较

上年增加数据错误；情况说明第十二中，绩效情况说明中申报绩

效 13 个项目，但在公开中只有 8 个项目。

8、贵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二项收入情况说明（饼状

图）中，只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其他收入两大项做出了说明，

未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收入三项内容

分别罗列。在公开公示年末结转数据时，建议按照具体结转项目

的名称和资金进行公示。

9、贵德县交通运输局：第三部分收入支出等总体情况中，



只用文字和数字进行表述，未搭配相关图表进行说明；第三部分

第一项收入情况说明中，遗漏其他收入部分；在公开公示年末结

转数据时，建议按照具体结转项目的名称和资金进行公示；在表

述第六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时：咨询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未按具

体的支出数列支，且将差旅费 1.94 万元，错填为 195 万元；说

明预算绩效管理开展及完成情况时，将黄河航道养护费 9 万元

项目年份公示为 2018 年，年限错误；在十三大项其他重要事项

情况说明时，截止时间错填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0、贵德县机关事务局：财决批复 04 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中，财政批复表中为 0 万元，而决算公开表为 760.66 万元，

数据不一致；第三部分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

明中大项有数据，小项中数据无反映。

11、河东乡人民政府：第三部分收入支出总体情况（二）中

12、年末结转和结余 136.84 万元，较上年 372.1 万元减少 235.26

万元，但公示数据时较上年减少 308.62 万元。

12、河阴镇人民政府：第三部分说明第一项（二）1 中支出

总计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81.45 万元，较上年 521.81 万元增加

659.64 万元，但公示数据为较上年减少 659.64 万元；公共安全

支出 4.36 万元，较上年 0.84 万元增加 3.52 万元，但公示数据

为较上年增加 4.36 万元；第四项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

明中，增长率数据公示错误；第五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一）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93.94 万元较上年 1563.78 万元增

加 230.16 万元，但公示数据为较上年减少 230.16 万元。

五、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

对预算单位 2019 年度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情况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了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和

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会计核算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的规定，会计档案的建立、保管和销毁是否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其会计制度。同时抽取 3 家企业（1 家国有企业、1 家

私营企业、1 家金融机构）开展了会计监督检查。通过检查，各

单位能按规定设置账薄、会计核算基本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但也存在凭证附件不全、费用报销不规范等问题，具体如下：

（一）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问题

1、原始凭证不合规，个别原始凭证填制要素不齐全。

（1）生态环境局：2019 年 11 月 5 日 9 号凭证报销差旅费

798 元，其中支付朱中立 3 张出租车发票金额为 39.50 元。

（2）贵德县人民医院：财务会计凭证：2019 年 1 月 31 日

第 88 号购进药品 3876574.39 元，领用药品、药品出库单无盖章；

2019 年 10 月 31 日第 54 号，验收单未填写验收时间；部分救护

车派车单无具体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第 0010 号（7 月 30 日

第 59 号），报销洗车费，未在票据注明车牌号及洗车日期。

2、超规定报销接待费、差旅费。

（1）统计局：2019 年 10 月 31 日 6 号凭证：支付接待费 2180



元，共接待 3 次，接待次数超标；2019 年 10 月 31 日 7 号凭证：

支付接待费 5312 元，共接待 6 次，次数超标；2019 年 11 月 30

日 015 号凭证：支付接待费 2535 元，接待次数超标；2019 年 11

月 30 日 21 号凭证：支付接待费 7315 元，接待次数超标，普查

专项经费列支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3 号凭证中支付差旅费 5917

元，其中：从省外回西宁伙食补助报销超标（按 100 元报销）；

（2）人民医院：2019 年 8 月 30 日第 15 号（8 月 30 日第

016 号），支付接待费 5496 元，接待 3 次，次数超标。

（3）农牧和科技局：2019 年 10 月 31 日 4 号凭证支付差旅

费时，多报销住宿费 330 元。

3、支付凭证附件不齐全。

（1）统计局：2019 年 5 月 31 日 4 号凭证：支付第一书记

生活补助 7000 元，无附考勤表；2019 年 5 月 31 日 6 号凭证支

付车辆保险费 2738.07 元，其中 2148.07 元无保险公司保险单；

2019 年 7 月 30 日 028 号凭证支庆“七一”活动服装款 6384 元，

无附领取花名册；

（2）贵德县人民医院：2019 年 9 月 30 日第 9 号（9 月 30

日第 34 号、第 80-95 号），支付污水处理所用消毒粉费用 86400

元，无附单位会议纪要，无入库单。

(二)企业存在的问题

记账凭证附件不全且与提供的原始凭证不符，未根据实际发

生的经济业务填制记账凭证。



1、贵德县粮食收储公司： 2019 年度支付接待费，无附清

单；2019 年 4 月 25 日 4 号凭证，支付运费 4000 元，无附合同；

2019 年 7 月 25 日 5 号凭证，支付工会经费 4071 元，无附工会

活动方案及领用物品花名册；2019 年 7 月 25 日 10 号凭证，支

付装卸费 9968 元、运输费 6697 元，无附相关合同。

2、贵德县龙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2 月 28 日 7 号

凭证支付快递费 755 元，8 月 31 日 8 号凭证支付快递费 892 元，

无发票全部以白条列支；2019 年 1 月 31 日 19 号凭证支付快递

费 1423 元，其中 220 元无发票；2019 年 9 月 30 日 8 号凭证支

付其他材料款 572 元，其中 500 元无发票；2019 年 1 月 31 日 30

号凭证支付原材料款 7219 元，其中 1369 元无发票；2019 年 11

月 30 日 15 号凭证借记“其他应付款”1.05 万，所附发票抬头

为尚德国际酒店发票；2019 年 2 月 28 日 9 号凭证，支交通费（车

辆保险）1024 元，其中 904 元发票抬头为贵德县梨都大酒店有

限公司；零售公司产品时，大部分未开具销售发票。

六、代理记账机构监督检查

抽取了贵德县德健财务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和青海恒鼎

会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贵德分公司 2 家代理记账机构，通过检查

所代理单位的 2019 年各项会计业务质量来反映代理记账机构的

执业能力、内控制度建设情况；账务处理的时效性、合规性，报

表编制及申报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业务处理的规范性、

合法性、及时性；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会计代理服务质量等情况。



代理记账机构的人员配置都符合登记和执业资格要求，能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管

理规则及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监督，会计从业遵守会

计职业道德规范。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贵德县德健财务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检查，

发现所代理的贵德县应急管理局 2019 年度账务存在以下问题：

1、差旅费报销不规范：报销差旅费无填写差旅费审批单和

报销单。如：7 月份 6 号凭证报销差旅费 841.5 元、9 号凭证报

销差旅费 1120 元。

2、支付凭证附件不齐全。部分凭证中支付汽油款无派车单、

支付接待费无接待单；支付驻村干部差旅费无附乡镇考勤表。

3、原始凭证审批、审核不规范。如：5 月份 2 号凭证、7 月

份 6 号凭证中飞机票未按规定报主管县长审核；差旅费报销单

上，无审核、主管人员签字；部分转账审批单无财务审核，领导

审批签字；部分发票无经办人签字。

4、公务卡制度执行不严：个别出差住宿费未使用公务卡结

算；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授权支付凭证中的结算方式选用错误，应

该使用“公务卡结算”方式。

5、超标准报销差旅费。11 月份 12 号凭证中,支付南京差旅

费时，伙食补助和住宿费超额报销，且培训于 14 日结束，但附

件中有一张 18 日西宁的住宿发票，金额为 447 元。

（二）恒鼎会计服务中心：通过检查，发现所代理的贵德县



团委 2019 年度的账务存在以下问题：在 2019 年 6 月份 2 号凭证

购置办公用品 3130 元，未从政采云服务平台购置；6 月份 12 号

凭证支付贵德县丰昌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租车费 400 元，无文

件依据；8 月份 5 号凭证购置团员证、团徽、团员档案袋，多支

付 90 元且费用支出无会议研究记录；10 月份 13 号凭证支付年

终专题汇报片制作费 24000 元，无会议研究记录。

建议以上代理记账机构，在今后会计服务的各项业务中，严

格会计制度，严审各委托方的原始凭证，并提高会计人员自身素

质和队伍建设，提高会计服务质量。

七、财政票据监督检查

通过检查各单位对财政票据的领用、管理使用及核销情况，

基本符合《财政票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70

号）的相关规定，票据领用核销基本规范，但部分单位存在以下

问题：

1、行政事业单位结算往来票据不规范，已作废票据未盖“作

废”章，且作废的其他联次不齐全。涉及单位有：发改局、交通

局、图书馆、文化馆、团委。

2、票据记账联未入账。涉及单位有：发改局、文体旅游广

电局、住建局及下属城市管理局、民政局、统计局、团委、应急

管理局。

3、领用票据不规范，未执行核旧领新、分次限量规定，使

用完的票据不及时核销。涉及单位有：公安局、文体旅游广电局、



残联、民政局、统计局、应急管理局。

4、票据申领登记簿登记不及时，存在领用未登记现象。涉

及单位有：民族宗教局。

八、一卡通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2020 年 2 月份，组织相关单位和代理金融部门，学习了青

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青海省民政厅 青海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青海省审计厅 青海省扶贫开发局 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联合印发的《进一步规范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一卡通”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青财办字[2019]2242

号），对“一卡通”发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工作做了进一步要

求，10 月份与州扶贫资金“回头看”督查小组一起抽取我县四

个乡镇及所属的 9 个村 50 户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目前存在的

问题为：

1、个别乡镇对惠民惠农补助资金未建立台帐(补助资金花名

册审核完后交到资金主管部门，乡镇无存档)；

2、仍然存在“一人多卡”的问题。青财办字[2019]2242 号

文件要求，要实现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通关机制，

惠民惠农资金原则上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真正做到惠民惠农

“一卡通”管理。

九、存量资金清理使用检查情况

经抽查，大部分单位基本执行存量资金使用管理相关规定，

对结转后再拨付的存量资金都用于原项目、原用途，未发现改变



资金用途的情况，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个别单位未按要求上缴存量资金。如：文体旅游广电局、

住建局、发改局、民政局。

2、存量资金支出缓慢。预算单位因项目不能按时开工等原

因，导致项目进度及资金支出缓慢。要求预算单位抓紧项目实施

进度，切实加快资金拨付力度，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十、减税降费落实情况

（一）贵德县税务局：税务局 社保局转发了青海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青海省医疗保障局 青海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

局青海省税务局关于印发《青海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

施细则》的通知（青人社厅发【2020】28 号）、国家税务局《关

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

税收政策的公告》等上级部门的通知和公告。截至 10 月底，税

务局减税 1954.26 万元（2020 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1246.32 万元，2019 年年中出台

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 707.94 万元）。

（二）社会保险服务局：截至检查日减免阶段性企业社会保

险费 224.3 万元，共涉及企业 143 家 721 人；减征阶段性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费 38.17 万元，共涉及企业 53 家 504 人；减免阶段

性企业失业社会保险费（2020 年 2 月--2020 年 6 月）5.52 万元，

共涉及企业 42 家共 499 人；减免企业阶段性工伤保险费 10.33



万元，共涉及企业 133 家 801 人。

十一、政府采购监督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我县大部分单位基本能按政府采购制度规定

办理采购事项，政府采购流程基本符合规定，但仍有个别单位存

在以下问题：

（一）县社会保险服务局：购置计算机配套产品\电脑耗材

11000 元（2019 年 9 月 8 日第 0001 号-0001/0001 号凭证），未

执行采购限额标准以下货物通过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采购的规

定。

（二）县教育局：支付学前教育设备更新项目（项目资金

244.33 万元），供货补充协议上无乙方签名、无签约具体时间，

无采购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2019 年 4 月 30 日财记 8 号凭证）。

十二、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

通过对部分单位账表一致性抽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贵德县就业服务局：

1、财决 02 表收入支出决算表“年初结转和结余”合计决算

报表数据 2035351.03 元，会计账簿数据 2997723.58 元，差额

-962372.55 元，其中：“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差额-962372.55

元；本年支出决算报表数据 13735159.87 元，会计账簿数据

13919757.42 元，差额-184597.55 元。

2、财决表 04 支出决算表“本年支出合计”决算报表数据

13735159.87元，会计账簿数据13919757.42元，差额-184597.55



元，“基本支出”决算报表数据 1718383.67 元，会计账簿数据

1745935.21 元，差额-27551.54 元，“项目支出”决算报表数据

12016776.2 元，会计账簿数据 12173822.21 元，差额-157046.01

元。

3、财决 05 表支出决算明细表“支出合计”决算报表数据

13735159.87元，会计账簿数据13919757.42元，差额-184597.55

元；“工资福利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据 1185070.97 元，会计

账簿数据 1567751.17 元，差额-382680.20 元；“商品服务支出-

小计”决算报表数据 462487.59 元，会计账簿数据 1669537.2 元，

差额-1207049.61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小计”决算报表数

据 12079621.31 元，会计账簿数据 10922473.55 元，差额

1157147.76 元。

4、财决 08 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支出

合计”决算报表数据12872047.19元，会计账簿数据13599679.74

元，差额-727632.55 元；“工资福利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据

1185070.97 元，会计账簿数据 1567751.17 元，差额-382680.20

元；“商品服务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据 230502.43 元，会计账

簿数据 1622564.02 元，差额-1392061.59 元；“商品服务支出-

培训费”决算报表数据 3000 元，会计账簿数据 1397170 元，差

额-139417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小计”决算报表数据

11448493.79元，会计账簿数据10388584.55元，差额1059909.24

元。“资本性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据 7980 元，会计账簿数据



20780 元，差额-12800 元。

5、财决附 04 表非税收入征缴情况表 “总计”决算报表数

据 5140.05 元，会计账簿数据 166203.11 元，差额-166023.11

元；“纳入预算管理-合计”决算报表数据 5140.05 元，会计账簿

数据 166203.11 元，差额-166023.11 元；“纳入预算管理-小计”

决算报表数据 5140.05 元，会计账簿数据 166203.11 元，差额

-166023.11 元；“纳入预算管理-缴入本级国库”决算报表数据

5140.05 元，会计账簿数据 166203.11 元，差额-166023.11 元。

（二）贵德县统计局：财决 08 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决算明细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报表数 4911.56 元，

会计账簿数 10025.26 元，差额-5113.7 元。

（三）贵德县医疗保障局：

1、财决 02 表收入支出决算表“本年收入”决算报表数

257674.53 元，会计账簿数 258174.53 元，差额-500 元；“本年

支出”决算报表数 217674.53 元，会计账簿数 218174.53 元，差

额-500 元。

2、财决 03 表收入决算表“本年收入合计”决算报表数

257674.53 元，会计账簿数 258174.53 元，差额-500 元；“财政

拨款收入”决算报表数 257674.53 元，会计账簿数 258174.53 元，

差额-500 元。

3、财决 05 表支出决算明细表“工资福利支出-小计”决算

报表数 109668.76 元，会计账簿数 113626.76 元，差额-3958.00



元；“商品服务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 108005.77 元，会计账簿

数 0 元，差额 108005.77 元。

（四）贵德县人民医院：

1、财决 02 表收入支出决算表“年初结转和结余-合计”决

算报表数 7464144.00 元，会计账簿数 7490000.00 元，差额

-25856.00 元；“年初结转和结余-基本支出结转”决算报表数

7464144.00 元，会计账簿数 7490000.00 元，差额-25856.00 元；

“本年支出”决算报表数85371276.46元，会计账簿90936229.86

元，差额-5564953.40 元。

2、财决 04 表支出决算表“本年支出合计”决算报表数

85371276.46 元，会计账簿数 90936229.86 元，差额-5564953.40

元。

3、财决 05 表支出决算明细表“合计”决算报表数

85371276.46 元，会计账簿数 90936229.86 元，差额-5564953.40

元。

4、财决 08 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合计”

决算报表数 40249312.99 元，会计账簿数 40025168.99 元，差额

224144.00 元。

（五）贵德县应急管理局：

1、财决 02 表收入支出决算表“年初结转和结余-合计”决

算报表数 182850.00 元，会计账簿数 500470.94 元，差额

-317620.94 元；“年初结转和结余-项目支出结转”决算报表数



182850.00 元，会计账簿数 500470.94 元，差额-317620.94 元；

“本年收入”决算报表数8934329.43元，会计账簿数9004222.77

元，差额-69893.34 元；“本年支出”决算报表数 1863624.68 元，

会计账簿数 1933518.02 元，差额-69893.34 元。

2、财决 03 表收入决算表“本年收入合计”决算报表数

8934329.43 元，会计账簿数 9004222.77 元，差额-69893.34 元；

“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报表数 8934329.43 元，会计账簿数

9004222.77 元，差额-69893.34 元。

3、财决 04 表支出决算表“本年支出合计”决算报表数

1863624.68 元，会计账簿数 1933518.02 元，差额-69893.34 元；

“基本支出”决算报表数1576537.68元，会计账簿数1826856.24

元，差额 250318.56 元；“项目支出”决算报表数 287087.00 元，

会计账簿数 1106661.78 元，差额 180425.22 元。

4、财决05表支出决算明细表“合计”决算报表数1863624.68

元，会计账簿数 1933518.02 元，差额-69893.34 元；“工资福利

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 1487879.56 元，会计账簿数 1557772.9

元，差额-69893.34 元。

5、财决 08 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合计”

决算报表数 1678554.68 元，会计账簿数 1748448.02 元，差额

-69893.34 元；“工资福利支出-小计”决算报表数 1487879.56

元，会计账簿数 1557772.9 元，差额-69893.34 元。

（六）贵德县司法局：



1、财决 02 表“基本支出”决算数据为 6442920.64 元，会

计账簿数为 6605761.40 元，差额-162840.76 元；“项目支出”

决算数据为 3569838.35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3406997.59 元，差

额 162840.76 元。

2、财决 05 表“工资福利支出-小计”决算数据为 5542536.05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5317614.69 元，差额 224921.36 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小计”决算数据 774553.30 元，会计账簿

数据为 999474.66 元，差额 224921.36 元；“商品服务支出-小

计”决算数据为 1857591.29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1845685.64 元，

差额 11905.65 元；“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小计”决算数据

1452478.35，会计账簿数据为 1415135.79 元，差额 37342.56

元；“资本性支出”决算数据 385600.00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434848.21 元，差额 49248.21 元。

3、财决 08 表“工资福利支出”决算数据 5542536.05 元，

会计账簿数据为 5317614.69 元，差额 224921.36 元；“商品服

务支出-小计”决算数据 1819189.29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1807283.64 元，差额 11905.65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小计”决算数据 774553.30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999474.66 元，

差额-224921.36 元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小计”决算数

据 1452478.35 元，会计账簿数据为 1065135.79 元，差额

387342.56 元。

（七）贵德县党校：会计账务中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878507.5 元，决算报表中未反应这笔资金，导致出现决算 3 表 1

栏、2 栏，决算 5 表 1 栏、据算 8 表 1 栏会计账簿数与决算报表

数不一致。

（八）贵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决 12 表中 1 行决算数

据为 327899132.47，会计账簿数据为 326948139.87，差额为

950992.6；2 行决算数据为 321743344.04，会计账簿数据为

321636889，差额为 106455.04；3 行决算数据为 52392073.06，

会计账簿数据为 52173106.88，差额 218966.18 ；5 行决算数据

为 267373671.18 ，会计账簿数据为 267477671.18 ，差额

104000 ；16 行决算数据为 6155788.43，会计账簿数据为

5311250.87，差额 844537.56 ；20 行决算数据为 3730255.2，

会计账簿数据为 4574792.76，差额 844537.56 ；21 行决算数据

为 6155788.43，会计账簿数据为 5311250.87，差额 844537.56；

41 行决算数据为 28391256.69，会计账簿数据为 28503483.1，

差额 112226.41；42 行决算数据为 28391256.69，会计账簿数据

为28503483.1，差额112226.41；64行决算数据为299507875.78，

会计账簿数据为 298446176.12，差额 1061699.66；65 行决算数

据为 299507875.78，会计账簿数据为 298446176.12，差额

1061699.66；主要是在决算过程中对账务中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及相关账务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没在决算报表中修改，形成了差

异。

（九）贵德县交通运输局：会计账务中基础非同级财政拨款



收入 878507.5 元，决算报表中未反应这笔资金，导致出现决算

3 表 1 栏、2 栏，决算 5 表 1 栏、据算 8 表 1 栏出现差额。

十三、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

通过检查来看，各预算单位严格执行账户管理相关规定，未

发现私自违规开设账户的现象。

十四、非税收入核查

经抽查，各单位基本能按非税收入的相关规定收缴非税收

入，未发现违规多收、少收或者按时不上缴的问题。但发现贵德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城镇垃圾处理费未执收。

总之，从检查情况来看，各单位基本能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和相关会计准则及财经制度的规定，执行国家规定的会

计制度，通过近几年县委巡察，审计、财政的监督检查及财务培

训的工作的加强，各单位对财经法规的认知度都有所提高，对财

政资金管理使用都在日趋规范，尤其在 2019 年实行电算化记账

后，在会计账薄登记和记账凭证编制等方面均有了很大的提高，

单位会计信息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财务人员频繁调换、对

有些制度学习不到位等原因，在财务核算过程中还存在以上所述

问题，在此要求各单位认真对照问题，严格整改落实，务必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将整改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附整改

资料）报送至财政局财监股

贵德县财政局



2020 年 1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