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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府办字〔2019〕23 号

遂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批转遂川县审计局 2019 年度

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县审计局制定的《遂川县 2019 年度审

计项目计划》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 年 4 月 1 日

遂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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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县 2019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县审计局

（2019 年 3 月）

2019 年审计工作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精神、省领导在江西省委审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

作，创新审计理念，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实施审计全覆盖，

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围绕“六大突破、三大提升”战略，

聚焦“三大攻坚战”，重点查找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我县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一、审计计划安排的主要原则

（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坚持以防范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为中心,围绕县委县政府重大经济战略决策

部署,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所有

审计项目均要将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预算执行情况、“三

公”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纳入审计范围。同时抓好扶贫专项审计、

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审计、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等审计项目,

确保审计署、省审计厅和市审计局指令性审计计划项目顺利完成,

促进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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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资源、统筹兼顾。坚持以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和经

济责任审计为平台,优化配置审计资源,统筹安排各领域的审计

项目。注重做好“结合”文章,以经济责任审计为抓手,强化对权

力运行的监督制约,采取“1拖 N”模式,同步安排预算执行、财

政财务收支、财政专项等不同类型的审计项目,加大各专业审计

融合力度,通过资源整合和协调安排审计力量,着力打好审计“组

合拳”,全面提升审计工作效率和审计成果。

（三）强化民生、注重实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抓住百姓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重点审查民生保障项目,提高民

生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制度建设。

2019年以扶贫资金审计项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与城镇低收入家

庭和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相关的基本医疗、社保、就业、教育等项

目和资金,提高保障和完善民生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

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2018 年度具体审计项目计划

（一）审计署、省审计厅、市审计局统一部署的审计项目

1.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推动国家、省、市出台的各项重大政策

措施落实到位,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为目标,

开展我县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围绕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条主线，进一步突出审计重点，聚焦补短板、挖潜力、

增优势，注重反映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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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先政策等宏观政策落实情况；注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

化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

作落实情况；注重持续反映打好三大攻坚战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注重持续放眼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整改落实、减税降费、

惠民补贴“一卡通”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优生态、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

审计方式及时间。在市审计局的统一组织下，由县审计局行

文股牵头负责对县相关部门执行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跟踪审计。各业务股室结合年内审计项目一并开展，在审计结

束时及时向行文股报送跟踪审计专题报告。该审计项目为全年跟

踪审计项目，每季度 20 日前向市审计局报送跟踪审计汇总报告，

汇总报告、专题报告反映的问题,应截至审计实施时或审计进点

的上月底,并逐一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清责任主体、提出审

计建议。

2.扶贫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 2020 年我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脱贫为目标,开展扶贫审计。

重点关注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扶贫资金

分配管理使用、扶贫项目绩效情况等,坚决揭露发生在贫困群众

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重大违纪违法问题、重大履职不到位等

问题。

审计方式及时间。在省审计厅统一组织下，设区市审计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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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开展对上犹县、鄱阳县、遂川县、莲花县和上饶县 5个县 2017

年至 2018 年扶贫审计。上饶市审计局负责审计鄱阳县、上饶县；

赣州市审计局负责审计上犹县；吉安市审计局负责审计遂川县

（县审计局经责股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的统一部署派员参与）；萍

乡市审计局负责审计莲花县。

3.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落实,管好用

好建设资金,促进保障性住房分配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百

姓“住有所居”保障性权益为目标,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

计。重点关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工程

建设情况及保障性住房分配使用情况、购买棚改服务和货币化安

置情况、目标完成情况和以前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在审计署的统一部署、市审计局具体组织

下，对 2018 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跟踪审计。县审计局选派

审计人员组成审计小组，按市审计局要求及时组织实施，报送审

计报告及相关材料。

4.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推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促进领导干部

认真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自然资源

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目标,开展县(市、

区)及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点关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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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和开发利用过程中贯彻执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遵守法

律法规情况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各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

相关资金征收管理情况、目标任务完成、履职监督责任情况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在市审计局的指导下，由县审计局经责股

牵头组织，结合新江乡书记吴映红同志、乡长蒋晓云同志、原乡

长邓名扬同志经济责任审计，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

计，同时对县林业局局长肖卫前同志开展自然资源任中审计。

5.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国外贷援款,提

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为目标,开展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重

点检查国外贷援款和国内建设资金到位和使用、项目设备采购和

使用、提款报账情况,项目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项目效益情况

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该项目采取“上审下”的方式，县审计局

从业务股室抽调部分业务骨干，在市审计局统一组织下，对世行

贷款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亚行贷款 CCF、CEF 赠款农村能源生

态建设二期项目、亚行贷款、CCF 赠款江西林业发展项目进行审

计,2019 年 3 月至 5月实施。

6.金融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维护地方金融安全，保护金融机构的中

小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完善地方金融机构监管，提示

和防范金融风险为目标,开展江西银行 2018 年度资产负债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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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重点关注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揭示经营管理的规范性

和业务发展面临的突出风险，揭露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案件线

索，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原因、提出建议，促进规范管理，提高

金融企业发展能力。

审计方式及时间。按照省市审计机关的工作安排，由县审计

局业务股室派员参加。

7.产业扶贫资金专项审计调查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 2020 年我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脱贫为目标,开展产业扶贫资

金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关注产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产业扶贫资

金管理使用情况、产业扶贫项目绩效情况等,坚决揭露发生在贫

困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重大违纪违法问题、重大履职不

到位等问题。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经责股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的统

一部署派员参与，结合扶贫审计开展审计调查工作。

（二）县审计局本级安排的审计项目

1.财政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管理情况审计

（1）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完善政府预决算体系,规范预算分

配和预决算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财政资金高效使用,提

高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和深化预决算管理制度改革为目标,重点关

注县级财政全口径预算管理情况,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和县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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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决算草案情况、预算绩效和国库资金管理情况;密切关注财政

资金的存量和增量,重点审查非税收入的征管情况,促进财政资

金挖潜增效。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行文股负责对县财政局具体组

织 2018 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2019

年 3 月至 4月实施,5 月 10 日前提交审计报告。

（2）部分乡镇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完善县级政府预决算体系，规范县

级财政预算分配和预决算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财政资

金高效使用，提高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和深化预决算管理制度改革

为目标，重点关注乡镇财政全口径预算管理情况。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业务股室负责对戴家埔乡、新

江乡、南江乡 2018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

审计。2019 年 3 月至 10 月实施，11 月前出具审计报告。

（3）县直单位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规范预决算管理,盘活财政资金存

量,优化财政资金增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揭露重大违法

违纪问题为目标,开展县直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情况审计。

重点关注县直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执行、决算草案编制,财政专

项收入,财政支出结构、存量资金使用,县直部门资金和财务管

理、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执行政府采购制度情况,软件采购

资金管理使用和软件资产管理情况;围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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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加强“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的管理使用和楼堂馆所建设等方面审计,检查行政事业编制管

控、公款支出公务消费公车改革、奢华建设装修、“吃空饷”和

“小金库”治理及有关规定的执行和清理情况。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行文股牵头组织,其他业务股

室参与,部分项目结合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具体实施。具体审计对

象为组织部、交通局、城管局、市监局、森林公安局、工业园区

办 2018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2019年3月由行文股提交县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总体方案,

各业务股 3月至 4月实施,5月 10 日前提交审计报告,同时,行文

股负责对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县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汇总并撰

写审计结果报告和代拟审计工作报告。

2.扶贫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 2020 年我县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脱贫为目标，重点关注国家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

扶贫项目绩效情况等,坚决揭露发生在贫困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重大违纪违法问题、重大履职不到位等问题。

审计方式及时间。各业务股室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一

并进行审计,并在其它审计中把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扶

贫工程项目情况作为重要审计内容。重点审计戴家埔乡、新江乡、

南江乡 2016 年-2018 年度扶贫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扶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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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情况，各业务股 3月至 4月实施,5 月 10 日前提交审计报

告。

3.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根据县委组织部的委托，安排以下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1）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客观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

责任履行情况,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为目标,开展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关注领导干部贯彻执行经济工作方针

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有关目标责任制完成、重大经济决策制定

执行及效果情况,稳增长政策落实、政府性债务、财政资金存量、

重大投资项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情

况,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等相关规定的

执行情况,以及遵守有关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经责股牵头组织,对戴家埔乡

原书记王小斌同志、原乡长刘大飞同志（现党委书记）、乡长肖

人茂同志，新江乡书记吴映红同志、乡长蒋晓云同志、原乡长邓

名扬同志，南江乡书记肖远云同志、乡长赖国琛同志、原乡长郭

华生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以上审计项目 2019

年 3-10 月实施,11 月底前出具审计报告。

（2）县直部门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引导领导干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

政绩观,推动本部门、本单位科学发展,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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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尽责为目标,开展县直部门科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点

关注领导干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部门重大政策贯彻落实情

况,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及效益

情况,重要经济事项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对下属单位财政

财务收支及经济活动的管理监督情况,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国务院“约法三章”等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以及遵守有关廉政

规定情况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经责股牵头组织,对城管综合

执法局原局长郭名镔同志、袁建国同志、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局长

康蛟同志、交通运输局局长黄云庆同志、森林公安局局长古小江

同志、环保局原局长冯健同志、旅发委肖平同志、城投公司总经

理袁桂生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以上审计项目涉

及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实施时间为 3-5 月,5 月 10 日前出具审

计报告;不涉及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实施时间为 3-11 月,11 底

前出具审计报告。

（3）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推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促进领导干部

认真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自然资源

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目标,开展乡镇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重点关注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开发利用过程中贯彻执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遵守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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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情况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各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相关

资金征收管理情况、目标任务完成、履职监督责任情况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经责股牵头组织,对新江乡书

记吴映红同志、乡长蒋晓云同志进行自然资源资产任中审计、对

新江乡原乡长邓名扬同志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林业局

局长肖卫前同志进行自然资源资产任中审计。2019 年 7 月提交

审计工作方案,8月至10月实施,10月 15日前报送审计报告及相

关材料。

4.机构改革撤并单位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贯彻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确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依法依规定管理处置机构变动部门和单位的国有资产为目

标，重点关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关国有资产划转情况、涉及的

办公用房、土地和公务用车等重点资产调配、划转情况、机构改

革中国有资产处置情况等。

审计方式和时间。由县审计局审理股负责，对旅发委等机构

改革撤并单位经费、国有资产处置等情况进行审计。

5.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规范基本建设程序,提高固定资产投资

效益,促进整顿和规范工程建设市场秩序,推进廉政建设为目标,

重点关注相关单位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投资控制、资金管理

物资材料及设备采购管理使用情况,工程质量、监理履约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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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和决算情况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固投股组织,对吉安大道东段

建设工程、移民搬迁扶贫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水果市场

建设工程项目、遂川县仙人井至牛头坳公路改建工程、高速公路

连接线“二改一”产权调换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项目等 30

个已竣工的县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进行审计。

6.教育资金专项审计

审计目标及重点。以促进中央和省、市支持我县教育发展各

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保障教育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为目标。重点关注专项资金使用的范围，是否做到专款专用；

设备采购和建设项目资金是否按相关规定执行招投标；项目实施

手续是否齐全、资料是否完整、资金使用是否发挥效益等。

审计方式及时间。由县审计局行文股负责对我县 2017-2018

年度上级及本级政府安排的教育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及绩效等

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该项目 2019 年 3 月实施，4 月出具审计报

告。

7.其他审计项目

如果年度内上级审计部门、县委、县政府有临时交办的审计

项目,对其审计的目标、重点、方式及时间,按有关规定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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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