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门单位 2021 年度预算
执行等情况审计结果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审计署依法审计了 41 个中央
部门和所属单位 2021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对交通运输部、水利
部等下属单位层级多、数量大的部门进行了重点延伸，共抽查
财政拨款 2100.16 亿元，并继续重点关注行政事业类国有资产管
理使用情况。审计结果表明：中央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和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总体较好，但财政资源统筹还有待加强，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不够严格，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仍有发生，部分国有
资产基础管理还存在薄弱环节。
一、财政资源统筹有待加强
（一）部分收入未上缴。2021 年，已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的 6 户部属企业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1487.81
万元；6 个部门和 13 家所属单位项目结余资金 9068.01 万元未
及时清理上交财政；5 个部门和 15 家所属单位 5.03 亿元非税收
入未上缴财政。
（二）财政收支统筹兼顾不够。一方面，多申领预算。10
个部门和 18 家所属单位在专项资金结存的情况下又申报同类资
金，造成 54.48 亿元闲置；4 个部门和 4 家所属单位在已有足额
预算安排、无预算需求等情况下，多申领 11.78 亿元。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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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收入游离于预算之外。14 个部门和 150 家所属单位未将事
业收入、结转资金等 34.36 亿元纳入部门预算；8 个部门未将 24
家所属单位纳入预算管理，涉及 2021 年收入 7.26 亿元。
二、违反财经纪律和过紧日子要求。共涉及 25 个部门和 121
家所属单位资金 25.73 亿元。
（一）违规使用财政资金。7 个部门和 24 家所属单位无预
算、超预算支出等 6908.34 万元；3 个部门和 17 家所属单位在
年底前超进度支付、以拨作支等 5505.6 万元；6 个部门和 11 家
所属单位通过挤占项目专项、转嫁摊派等方式增加一般性支出
2.68 亿元；2 个部门的 5 家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违规出借资金、购
买理财等 7.24 亿元；13 个部门和 26 家所属单位未公开招标、
设定不合理招标条件等违规采购 13.63 亿元。
（二）依托部门职权或行业资源违规收费。1 个部门和 8
家所属单位依托部门职权或影响力等，通过强制开展培训、收
取企业赞助等违规收费 6400.9 万元；1 个部门和 3 家所属单位
未经批准违规举办论坛庆典、开展评比表彰等活动收费 501.79
万元；6 个部门所属的 6 家新闻出版单位通过有偿新闻等方式，
收取版面费、赞助费等 2442.73 万元。
（三）公务用车改革仍需深化。相对于公务接待、公务出
国已较规范的情况，公务用车管理还显薄弱。1 个部门和 8 家所
属单位变相或超编制配备 60 辆；3 家所属单位超标准购置 26
辆；1 个部门和 11 家所属单位违规占用下属单位及其他企业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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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5 个部门所属单位仍未完成公车改革，涉及公车 11 辆。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不够严格
（一）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还存在薄弱环节。涉及 26 个部门
的 155.67 万平方米房产和 1.67 万亩土地、24.01 亿元资产。其
中：16 个部门共 17.43 万平方米房产，以及 1.42 亿元对外投资、
无形资产和设备等未入账，成为账外资产；11 个部门的 18 个基
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应计入未计入固定资产账，涉及金额 20.32
亿元；5 个部门 136.71 万平方米房产和 1.66 万亩土地未及时办
理产权登记，时间久远后易产生产权纠纷；1 个部门 1.53 万平
方米房产和 2.27 亿元资产未及时进行划转。
（二）违规使用和处置国有资产。涉及 26 个部门的 57.19
万平方米房产和 2.78 万亩土地、3.52 亿元资产。其中：19 个部
门无偿向外部单位等出借 35.53 万平方米房产、1495.71 万元设
备用于经营等；20 个部门未经批准或备案违规出租 21.66 万平
方米房产和 2.78 万亩土地、1.15 亿元资产，对外投资和处置资
产 1.55 亿元；2 个部门超标准配备办公设备 1.03 万台（件）
，涉
及 6734.44 万元。
（三）部分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低下。涉及 9 个部门的 351.14
万平方米房产、土地等。其中：1 个部门机构改革后尚未按规定
重新核定公务用车编制，全国所属 278 家二三级单位公务用车
超出规定 441 辆；2 个部门所属单位 2470 辆公务用车使用率较
低，其中 289 辆 2021 年全年未使用；8 个部门 351.14 万平方米
—3—

房产、土地及 3569.91 万元设备长期闲置，有的还需按期支付物
业费。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署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
了审计决定书，提出了审计建议：一是健全完善有利于财政资
源统筹的体制机制，增强公共财政统筹能力，严格部门预算管
理主体责任，督促将全部收入和支出依法纳入预算。二是继续
压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把政府过紧日子作为常态化纪律要求，勤俭办事业。三
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避免资产闲置浪费。
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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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2019 年至 2021 年，院本级多申报退休人员经费预算 3593.43 万元，其中 2021
年 1116.82 万元。
院本级在申报 2020 年和 2021 年学院业务费等项目预算时，未统筹考虑结转
资金 587.61 万元，分别申报年度预算 2213.24 万元、2304.19 万元，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为 1581.82 万元。
院本级在申报 2020 年和 2021 年购房补贴预算时，未统筹考虑可用于发放购
房补贴的售房款 236.21 万元，申报预算 280 万元，不利于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效益。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国有资产出租收入等 371.18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财政补助资金 532.95 万元长期结转，未按规定上交财
政。
院本级未经批准召开 1 个会议，支出 36.01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院本级图书出版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与服
务商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369.96 万元。

1

中央
社会
主义
学院

2018 年，院本级洗衣房改造项目未按规定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定点政府采购程
序，直接与非定点采购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涉及投资 140.25 万元。
院本级未按规定将实际执行的 5 项预算支出标准目录报财政部备案，也未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向财政部说明本单位项目支出标准建设情况。
院本级 1 个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与计划期内任务数不对应；1 个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得分评定依据不充分，仅对少部分培训班开展满意度评价。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41.78 万元未按规定存入专户，长期
挂账。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 2020 年 12 月已完工并投入使用的 1 个基建项目，未
办理竣工财务决算。
2019 年至 2021 年，院本级未经批准在系统内开展 2 项评比表彰活动，支出
55.6 万元。
2017 年至 2021 年，院本级未经批准，将 723.28 平方米房产无偿出借给所属
服务中心的下属企业用于对外经营。
院本级 2011 年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投资 648.47 万元建设停车楼，至 2021 年
底，仍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也未计入固定资产。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服务中心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与服务
商签订保洁、会议及保卫等服务购买合同，已支出 1237.78 万元，其中 2021
年 192.86 万元。
2018 年至 2020 年 1 月，所属服务中心下属餐饮公司未据实核算利润成本，
而是通过自定利润率确认净利润，再以此结合营业收入倒推营业成本，造成
财务信息失真。

—5—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部本级未根据当年实际支出需求编制信息化工程项目预算，一次性申请项目
总预算 2996 万元，当年仅执行 3.68%，导致 2885.6 万元闲置。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 1 项日常维护经费项目因缺乏支出标准，执行中有的
同类设备采购价格相差较大；扩大支出范围购买设备 45.29 万元。
部本级 2020 年未经批准将 5800 平方米房产对外出租，2021 年取得租金收入
510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2

部本级 2005 年与外部企业合作建设的 1 个综合办公楼，未经评估转为经营
性资产，至 2021 年底仍未纳入固定资产账，涉及资产 1.66 亿元。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和所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972.3 万元结余资金未按规定
上交财政。
2020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和所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
程序，直接委托印刷或采购会议服务等，共支出 1199.13 万元，其中 2021 年
866.88 万元。
2017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将房屋修缮、车辆租赁等事项交
给不具备服务条件的学会服务中心办理，服务中心再转向外部公司采购，由
此获得外交学会支付的服务费 127.28 万元。
外交部
所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扩大支出范围，
在专项经费中列支人员经费等 88.24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1 处面积 1437 平方米的房产未入固
定资产账。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超出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额发放
奖金 90.79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等单位下属 55 户企业未
办理完成国有产权登记。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下属北京交远建筑有限公司，
违规使用员工个人账户收支工程款等资金，至 2021 年底有 80 多万元工程款
沉淀在个人账户。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下属北京外交人员房屋服务公
司，未按规定履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报废或捐赠家具家电。
所属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下属北京外交人员房屋服务公司，执行基本建
设管理相关规定不到位，至 2021 年底 2 个基建项目共超预算 4.5 亿元。
委本级未将售房款、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 617.24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

3

发展 委本级使用自有资金 497.33 万元支付楼层改造、供配电改造等，但未编制预
改革委 算。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将部分房产等委托给新成立的会议中心管理公
司对外经营。至 2021 年底，该公司取得经营收入 556.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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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所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未将取得的房屋租金、定期存款利息等收入 342
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1 个社会调查系统项目的量化绩效指标不完整且
部分指标值设置不合理。
所属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2016 年未经批准设立 1 户企业，至 2021 年
底已实缴出资 180 万元。
所属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下属中城新型城镇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以来违反合伙企业法，在 4 户有限合伙企业中担任普通合伙人；2021
年将拟设立私募基金的 3300 万元，协议用于明股实债等非私募基金投资活
动。
所属基建物业管理中心未经批准，由下属企业以收取“管理服务费”方式，
将 1400 多平方米行政房产出租给 2 家社会公司，2021 年收取 106.57 万元。

3

发展 至 2021 年底，所属基建物业管理中心对外投资账实不符，未及时对已发生
改革委 股权变更的 2 户下属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账目调整。
2020 年，所属基建物业管理中心未经备案，将 1 户下属企业无偿划转给另外
1 户下属企业，涉及国有资产权益 144.21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基建物业管理中心下属的 2 户企业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 4
辆。
2019 年以来，所属原中国改革报社深圳记者站个别工作人员违规开办 1 户企
业从事广告代理业务。
2006 年以来，所属原中国经济导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违规持有下属企业 20%
股份，至 2021 年底仍未退出。
所属原中国经济导报社的 21 个派驻机构 2020 年违规开展报刊发行活动，
2021 年报社按发行量向上述派驻机构核发 189.22 万元宣传奖励。
所属原中国经济导报社 2016 年违规受赠下属企业超标车辆 1 辆，至 2021 年
底仍未清退。
部本级未履行公开招标程序，直接委托 1 家单位举办 6 期专题研讨班，支出
培训费等 884.55 万元。
所属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无计划召开 11 个会议，支出 231.97 万元。

4

所属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申报 2020 年和 2021 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预
教育部 算时，未统筹考虑 2019 年结转资金 702.38 万元，分别申报年度预算 306.25
万元、332.5 万元，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为 1023.11 万元。
2020 年 1 月和 2021 年 6 月，所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未按规定委托
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自行选择 2 家公司作为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涉及采
购金额 1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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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所属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部分培训业务收支未按规定在该单位账务核算，
而是在其下属企业核算，涉及收入 70.41 万元、支出 59.29 万元。
所属国家开放大学未将下属培训中心、《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 2 家事业单
位纳入预算管理，2 家单位 2021 年总收入 2851.83 万元、总支出 2663.02 万
元。
所属国家开放大学下属《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举办的 1 个会议收支和 1 份
杂志的发行收入，未按规定在本单位账务核算，而是在国家开放大学其他下
属企业核算，共涉及收入 185.51 万元、支出 93.9 万元。

4

教育部 至 2021 年底，所属国家开放大学未及时收缴考试费、学费等 1.95 亿元，未
按规定收回 1 户企业股权转让收入 3.08 亿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国家开放大学未按规定将 11 名在企业任职取酬干部
的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入企业，仍保留事业编制。
至 2021 年底，所属北京大学未履行备案或审批程序对外出租房产 64 处，总
面积 14147.66 平方米，2021 年租金收入 1905.18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北京大学 12 个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基本建设项目尚未办
理竣工财务决算。
部本级超合同进度向 4 家承担培训任务的单位支付培训费 204.6 万元。
部本级无预算安排项目支出 446.89 万元。

5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和所属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未
经批准，无偿出借 5495.89 平方米房产；所属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国家工业
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未经批准，出租 9219.46 平方米房产。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和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
评测中心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或超
预算采购，或未按规定公开招标，共涉及金额 5.93 亿元。
工业和 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信息化部 发展研究中心未将结转资金 1.51 亿元纳入预算；所属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未将医疗补助收入 63.5 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无计划召开 203 个会议，共支出 502.21 万元。
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下属的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未及时
清理已注销（吊销）股权投资 170.48 万元，其下属 1 户企业未及时确认应收
股利 23.44 万元。
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下属的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4 月未经集体决策，对外无偿出借资金 1.92 亿元，其中 3697 万
元面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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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所属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下属的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3 辆车未在固定资
产账登记、2 辆车重复登记。
至 2021 年底，所属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1 个项目未及时验收，财政拨款 1.34
亿元尚未支出。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和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下属的 3 户企业少计投资 8538.67 万
元，其中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和 1 户下属企业还少计投资收益 5279.88 万元。

5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和国
工业和 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共计 24299.56 平方米房产，未办理产权登记或
信息化部 确认固定资产。
至 2021 年底，所属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等单位下属的 16 户企业，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2019 年至 2021 年，
所属机关服务局未按规定上缴房产出租收入 144.19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下属的 3 户企业，共少计少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898.55
万元。
2011 年至 2019 年，所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未经批准向下属企业无偿出借资金，至 2021 年底尚有 2.45 亿元未收回。
委本级在编制民族工作经费项目预算时，未细化到基层单位和具体项目，涉
及金额 5800 万元。
至 2021 年底，委本级批复所属中央民族大学保留和处置的公务用车未按规
定对应具体车型、车号。
至 2021 年底，委本级 4 处房产共计 9116.74 平方米未登记固定资产账。

6

国家
民委

2019 年至 2021 年，委本级将职工班车通勤费用 82.82 万元摊派给所属机关
服务中心下属企业。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违规将 4 处共 3104.83 平方米的房产
对外出租，取得租金 2171.68 万元，其中 1878.67 万元未纳入预算。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将 1 处 1861.45 平方米的房产出借给其下属企
业，2019 年至 2021 年下属企业获取经营收益 609.09 万元。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下属中国民族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违规代持 1 家私募基金公
司 29%的股权。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下属中国民族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压减管理
层级不彻底，下属企业层级最高达 7 级。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下属中国民族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在未
开展实质性工作的情况下，违规收取 3 家子公司服务费等 1781 万元。
所属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报社扩大开支范围，在项目经费中列支日常经
费 3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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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6

国家
民委

问题摘要
所属中央民族大学无预算开展 15 个项目的政府采购，
合同金额 4279.12 万元，
2021 年已支出 1680.48 万元。
所属中央民族大学未将非财政拨款结转资金纳入预算，当年发生支出 2.02 亿
元。
所属中央民族大学 2 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不真实，在相关工作未完成的情况
下，自评为满分或高分。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央民族大学公务用车处置收入 21.5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
财政；应处置未处置公务用车 1 辆、保留超标准公务用车 2 辆。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长期超编租赁公务用车 2 辆，其
中 1 辆超标准。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央民族大学将 528.74 平方米房产对外出租，取得
租金 109.38 万元未纳入预算。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民族报社少计对下属 3 户企业投资共 2577.5 万元。
2015 年至 2021 年，所属民族文化宫取得场地出租、餐饮经营等 3 项收入
260.84 万元未纳入预算。
2013 年至 2021 年，所属民族文化宫未经公开招标，将 1 处 1260 平方米的房
产对外出租，取得租金 2395.04 万元。
部本级未将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 5 家事业单位纳入部门预算，2021 年收入和
支出分别共计 3.91 亿元、3.63 亿元。
部本级未及时将 1 个基本建设项目经费 7000 万元拨付至项目单位。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 3 个服务类项目先确定供应商实施项目，后履行
政府采购程序，合同金额 517.9 万元。
部本级和所属南昌铁路公安局的 3 个基建项目前期工作不充分，2021 年底有
3.65 亿元项目资金闲置。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和所属第一研究所未将 3.85 亿元土地及房产等计入资
产账。

7

所属第一研究所等 2 家单位未将结转资金 2.77 亿元纳入预算。
公安部

所属第一研究所 1 个项目先确定拟购房产，后履行竞争性谈判程序。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未按规定将
取得的非税收入 5184.46 万元上缴财政。
所属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等 3 家单位未将事业收入等 3522.48 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在申报 2 个项目预算时未统筹考虑上年结转资金
1469.74 万元，申报年度预算 2000 万元，2021 年底结转资金 3445.42 万元。
所属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 3 家单位的 3 个基建项目，因土地及规划手续办理
滞后等进展缓慢。
所属 2 家单位的 2 个基建项目未按规定及时转固定资产等，涉及投资 3.18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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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所属 1 家单位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 1 辆。

7

所属 1 家单位擅自变更 1 个基建项目部分房屋的用途、外立面材料等，涉及
面积 3399.71 平方米。
公安部
所属 1 家单位未按批复要求将 1 个基建项目的办公用房改为其他辅助用房，
涉及面积 1875 平方米。
所属南京警犬研究所、第一研究所下属 3 户企业未按财政部要求纳入统一企
业报表系统管理。
部本级未将所属中国社会报社、乡镇论坛杂志社、中国老年报社等 8 家事业
单位和机构纳入部门预算，2021 年共计收入 1.8 亿元、支出 1.94 亿元。
部本级未将已投入使用的高级社工师资格评审系统计入无形资产，涉及金额
35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未将受赠收入 857.14 万元纳入预算，其中 2021
年 252.81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审核不严，2 个项目的执行单位虚报支出 19.23 万
元。
2019 年至 2020 年，部本级和所属一零一研究所超项目进度和合同约定支付
16.5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一零一研究所未按规定将 65 万元结余资金上交财政。

8

至 2021 年底，所属一零一研究所 1 个项目的 4 个建设目标未按期完成，涉
及财政投入 664.1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一零一研究所委托外部单位开发的 5 个项目未按期完成
民政部
验收，涉及合同金额 717.5 万元。
2018 年以来，所属一零一研究所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 3 辆。
2018 年，所属一零一研究所 2 个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合同金额 488 万
元。
所属一零一研究所 2018 年将累计投入 2401.94 万元建设的电子政务平台违规
委托外部企业经营，因出现经济纠纷，平台已停用。
2008 年至 2020 年，所属一零一研究所和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1283.62 万
元科研设备购置后长期闲置。
2002 年至 2021 年，所属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未经批准将 793.76 平方米房
产对外出租，取得的出租收入中有 110 万元未纳入单位账务核算。
2014 年以来，所属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未将 6067.65 万元事业收入和经营
收入纳入预算，其中 2021 年 1908.87 万元。
2017 年至 2018 年，所属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未经批准登记成立 2 家事业
单位。

9

司法部

部本级未将所属中国律师杂志社、中国司法杂志社、法治周末报社 3 家事业
单位纳入部门预算，2021 年共计收入 1733.96 万元、支出 1422.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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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部本级在申报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预算时，未统筹考
虑结转资金，仍申报年度预算 1.3 亿元，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为 1.29 亿元。
部本级未经批准违规开展评比活动，支出 17.74 万元。

9

2020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为中国公证协会等 2 家非预算单位编报并拨付预
算 295.07 万元。
2017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 1 个政府采购项目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直接指定
承接单位，已支出 1748.74 万元，其中 2021 年 355 万元。
司法部 部本级和所属预防犯罪研究所等 2 家单位扩大开支范围，在项目经费中列支
物业费、供暖费、版面费等 282.13 万元。
所属法制日报社和国家司法考试中心未将 2.74 亿元经营收入等纳入预算。
至 2021 年底，所属 1 家单位的食堂专用账户已不符合单设条件，但尚未撤
销。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 1 家单位 34.88 万元其他收入未按规定上缴财政。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机关服务局未经批准，将 7502.3 平方米房产对外出
租，取得租金 1125.84 万元，其中 2021 年 800 万元。
部本级未将售房款及其利息收入 402.18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所属北京监管局
未将医疗补助收入 31.5 万元纳入预算。
2020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采购《中国财政》杂志多支付邮费 44.35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对 1 个已投入使用的项目编报竣工财务
决算，也未清理上交预计的结余资金 1900 余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预算评审中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审
核把关不严，委托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绩效评价等工作，共
支付服务费 219.14 万元，其中 2021 年 185.88 万元。

10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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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预算评审中心未经批准出租 2556.16 平方米房产，
共取得出租收入 1251.66 万元，其中 2021 年 317.2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评估中心、财政票据监管中心和机关
服务中心共有 4 辆公务用车长期闲置；所属预算评审中心 1 辆公务用车运行
费预算远超实际支出。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未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直
接委托外部单位提供印刷服务，涉及金额 597.76 万元，其中 2021 年 79.8 万
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无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租用 1026.06
平方米办公用房，合同金额 303.39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 2 户中央文化企业未按规定完成公司制改制，所属机关
服务中心下属财政部招待所和财政部青岛休养所 2 家事业单位未按规定完成
转企改制工作。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2018 年至 2020 年，部本级和所属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未按规定公开招
标，已拨付财政资金 6015.92 万元。
所属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等 3 家单位未将租用办公用房等支出 299.73
万元纳入预算。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信息中心扩大开支范围，在项目经费中列支办刊
经费 161.03 万元，其中 2021 年 59.64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少计收入 1105.11 万元；已投入
使用的 1 个项目未及时转固定资产。
至 2021 年底，所属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应处置未处置公务用车 1 辆。

11

自然
资源部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测绘发展研究中心等 3
家单位向参会代表转嫁会议费 27.37 万元，其中 2021 年 5.07 万元。
所属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海洋咨询中心等 8 家单位事业收入等 3482.51
万元未纳入部门预算。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下属的 1 户企业违规转分
包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合同金额 3116.17 万元。
2020 年和 2021 年，所属信息中心等 3 家单位预算绩效评价指标量化程度
偏低，不具有可衡量性；所属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部分预算绩效评价指
标设定存在内容重复、与项目关联度不高等问题。
至 2021 年底，所属宣传教育中心 307.57 万元资产账实不符。
所属中国自然资源报社、物业中心未经批准出租房产，2021 年取得房租收
入 736.43 万元。
所属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等 3 家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不客观，在
未进行满意度调查和收集佐证材料的情况下即自评满分。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局 1144.72 万元应收款长期未清理。
至 2021 年底，所属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等单位下属或出资的 56 户企业
未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所属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等单位下属或出资
的 21 户企业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所属大地传媒集团、海洋出版社的 9 个项目进展缓慢，至 2021 年底结转资
金 9929.94 万元。
所属大地传媒集团、中国地图出版社未按规定编制内部控制管理手册；中
国地图出版社未执行固定资产、样书和成品库定期盘点的资产管理内部控
制有关规定，资产账实不符。
2020 年，所属大地传媒集团和中国地图出版社下属 4 户企业未按政策要求
减免小微企业房屋租金 34.4 万元。
所属机关服务局下属北京山水宾馆未制定资产管理办法以及出租房屋管理
制度，2021 年未进行资产评估即向个人出租房产 3072 平方米，合同金额
397.6 万元。

— 13 —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部本级未将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152.88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 2.19 万平方米房产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

12

住房
城乡
建设部

2020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工作经费 493.96 万元沉
淀在所属单位。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出租出借房产 7622.04 平方
米，租金收入 628.95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其中 2021 年 420.8 万元；上
述房产中至 2021 年底有 5167.01 平方米未登记为出租出借。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中国建筑出版传
媒有限公司的 4 项对外长期股权投资未登记入账。
2016 年至 2021 年，所属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违规以“全国建设行业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名义，向入选企业收取费用 560 万元，其中 2021 年 98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未将其下属企业上交利润
426.24 万元纳入预算，其中 2021 年 152.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下属的北京康居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未按规定办理企业产权登记。
所属信息中心在其主办的《中国建设信息化》杂志上，为 99 家公司做广告
宣传，但未按规定明确“广告”标识，涉及金额 88.37 万元；违规收取版面
费 38.59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信息中心下属的 1 户企业未经董事会决策对外投
资 2.71 亿元，其中 2021 年 3140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下属《中国园林》杂志社、所属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院下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海南分院、所属中国建筑学会下
属《建筑热能通风空调》编辑部等 3 户企业，未按时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
改革。
至 2021 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下属北京
建筑工业印刷厂和中国建筑书店华南销售中心 2 户企业，未按时完成中央
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
部本级和所属海事局未将 801.29 万元支出纳入部门预算。

13

交通
运输部

部本级和所属上海海事局、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向企事业单位转嫁培训费、
依托职权收取费用等 1685.45 万元。
所属上海海事局扩大支出范围，在港口建设费中列支新录用人员制式服装
费和初任培训费等 175.39 万元。
所属长江口航道管理局项目结余资金 128.29 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所属长江航务管理局机关事务中心、长江航道局、广东海事局等 5 家单位
结转资金 2017.42 万元未纳入部门预算。
所属长江航务管理局及下属单位计划外召开会议，支出 56.27 万元。
所属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下属的广州航标处租金收入 39.99 万元未纳入部门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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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至 2021 年底，所属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未按时完成公务用车改革。

13

交通
运输部

所属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下属的广州海事测绘中心违反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
求，向实有资金账户变相划转资金 335.59 万元。
2011 年至 2021 年，所属广东海事局、南海航海保障中心、长江海事局等 7
家单位未经审批出租国有资产，取得租金收入 1.68 亿元，其中 2021 年
6187.57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广东海事局、上海海事局等 7 家单位 61 处房屋或土地、
224 艘船舶，长期未办理国有资产权属变更或登记。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广东海事局下属的后勤管理中心在对外投资分红
款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投资收益预算反而逐年减少，其中 2021 年仅为实际
分红款的 55.18%；所属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下属的上海航标处在重大活动奖
励自有资金连续 2 年未支出的情况下，仍编报预算 370 万元，至 2021 年底
全部未支出。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南海航海保障中心、长江三
峡通航管理局等 4 家单位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 18 辆。
至 2021 年底，所属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已完工并达到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
2522.6 万元未及时转固定资产。
至 2021 年 11 月底，所属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事局的 3 个工程项目
未及时计入在建工程，涉及金额 2.18 亿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广东海事局、南海航海
保障中心等 7 家单位采购过程中存在虚假招标等行为，涉及金额 4406.41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湛江海事局少计无形资产 1256 万元。

14

水利部

至 2021 年底，所属江苏海事局、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等 2 家单位的 4 个项目
未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涉及金额 1.94 亿元。
2019 年至 2021 年，
部本级违规借用所属企业车辆并要求其承担费用 632.25
万元，其中 2021 年 149.36 万元；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引滦工程管
理局、长江水利委员会本级及其机关服务中心违规借用下属企事业单位车
辆 14 辆。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水文局和长江水
利委员会下属的水文局等单位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对外委托项目或
自行采购设备，涉及金额 600.83 万元，其中 2021 年 303.83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违规要求所属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发展研究中
心，为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 3 个社团，及已脱钩的中国水
利企业协会承担人员经费 1416.63 万元，其中 2021 年 656.85 万元。
所属发展研究中心将应由自身承担的部分财政项目对外委托，同时又承接
横向创收项目，涉及金额 735.1 万元。
所属河湖保护中心支出 41.1 万元聘用 4 名公务用车专职司机，但全年 4 辆
车总计使用 20 次，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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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所属长江水利委员会本级、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惠金黄河河务局等 4 家
单位未将 3120.84 万元地方财政拨款收入纳入预算。

14

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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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长江水利委员会本级、发展研究中心 4 个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细化；
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水文局 6 个项目绩效目标等与任务数不匹配，
个别绩效指标未量化。
所属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水文局、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山东黄河河务
局和河南黄河河务局等 4 家单位扩大开支范围，在项目经费中列支人员经
费等 4011.85 万元，其中 2021 年 344.83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 2 户企业、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 1
户企业拖延支付工程款等 764.61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本级、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 14 家单位
的 126.88 万平方米房产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 5 家
单位 1094.57 万平方米土地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至 2021 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本级、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 3 家单位和
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 3 家单位，未经批准出租出借办公用房 7555.37 平方
米，取得租金收入 323.14 万元。
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本级、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河南黄河河务局等 22 家单
位未经批准向 25 户企业出借资金 1.83 亿元，至 2021 年底 8143.2 万元未收回。
至 2021 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本级、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移民局的
22 个项目尚未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涉及金额 6.85 亿元。
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本级、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永济黄河河务局等 3 家
单位未经批准出租河道控导工程管护用地 1853.59 万平方米及一处防汛疏
浚码头，取得租金收入 658.16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本级项目结余等 1092 万元未按规定上
交财政。
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本级组织实施的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仅完成 2021 年
投资计划 5.35 亿元的 56.64%。
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水文局、三门峡库区水文水资源局和长江水利
委员会下属的水文局等 6 家单位，超进度支付项目款 2762.89 万元。
2017 年至 2021 年，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经济发展管理局未经批准，
新建防汛仓库等 1.15 万平方米，总投资 4800.17 万元。
2020 年，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河南河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将地方拨
付的 9126.32 万元财政资金，以耕地占用税和滞纳金的名义返还地方，助
其虚增财政收入。
2015 年至 2021 年，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河南黄河河务局工程建设
中心虚列项目支出 2880.41 万元，其中 2021 年 621.65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在申报
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时编报不实，多报公务用车数量，至 2021 年底结转资
金 235.39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公务用车改革
不彻底，自行审批 14 家下属单位保留公务用车 25 辆。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漳卫南运河管理局 2 个项目支出预算编报不
实，多申领财政资金 49.99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郑州黄河河务局、海河水
利委员会下属的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等 3 家单位，依托管理职能等，收取运
行管理费、技术服务费等 473.53 万元，其中 2021 年 185.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利
委员会下属的牡丹黄河河务局和山东黄河河务局等 7 家单位未将股权投资
收益、房租收入等 2504.85 万元纳入预算，其中 2021 年 1304.85 万元。
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东平湖管理局梁山黄河河务局未经批准投资入
股 2 户企业，涉及金额 900 万元。

14

水利部

至 2021 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违规变更采购及运输合同，导致采购成本增加 1111.3 万元，且未按
规定对 3 个项目和新增电缆采购等事项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1.07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山东恒润投资有限公司违规出借
资金 6.34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天津九洲方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因违规决策，导致经营事项发生重大经济纠纷被法院查封 196 套房产，涉
及国有资产 4236.6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广州兴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违反
合同约定，将部分合同内容分解委托给其他企业，涉及金额 370.58 万元。
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珠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内控不严，未经审
批，根据不实信息向 2 户企业支付 559 万元，其中 490 万元尚未追回。
所属珠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珠江设计公司安徽分公司个别管理人员违规经
商办企业。
2014 年 6 月至 2021 年，所属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
团）有限公司违规向内部人员集资，至 2021 年底集资余额 9671.94 万元。
2015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违规向 5 家控股公司提供书
号，取得收入 850.4 万元，其中 2021 年 344.5 万元。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未将所属承德培训基地等 3 家单位的收支和资产纳入
部门预算，2021 年 3 家单位总收入 1050.16 万元。
至 2021 年底，商务部 1 处 508.9 平方米房产未登记入账。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将部分闲置土地登记为在用状态。

15

商务部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 2 个基建项目未纳入部本级核算，其中 1 个项目达到
可使用状态但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 1 个项目年度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细化。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无偿使用商务部房产。
所属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3 个项目收支未纳入账务核算，涉及收入
119.37 万元、支出 12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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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至 2021 年底，所属广州特派员办事处超标准租赁办公用房 232.48 平方米。

15

商务部

16

卫生
健康委

所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未经批准，将 4719.01 平方米房产出租给下属
企业，取得房租收入 340.02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违规购买理财性质产品，
其中 2021 年 4.08 亿元。
所属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下属企业 2015 年未经批准同意其控股企业增
资扩股，丧失控股地位。
至 2021 年底，委本级、所属北京协和医学院分别有 29.44 万元、147.31 万
元项目结余资金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1 个项目未结合结转资金情
况统筹安排年度预算，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增至 2.63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未按规定清理或原渠道收回
215 项课题结余资金 1.41 亿元。
2016 年至 2020 年，所属干部培训中心收支核算不完整，涉及金额 2761.17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干部培训中心 1 辆公务用车未纳入账务核算，涉及金额
44.11 万元。
2016 年至 2021 年，所属干部培训中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委托 6
家公司提供培训服务，涉及金额 3101.83 万元，其中 2021 年 340.66 万元。
2016 年至 2019 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规避公开招标规定，违规分拆应
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涉及合同金额 275.55 万元。
2019 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工程实施单位签订补充协议，违规超原合
同采购金额 10%支付工程款 28.08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未履
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与公司签订试剂耗材购买或土地房屋租赁合同，涉
及金额 2927.14 万元。
2021 年，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医药生物技术研究
所、药物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等 4 家单位扩大开支范围支出 51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康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未及
时收回 682.5 万元股利。
2020 年，所属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在受托事项财政拨款中违规提取管理费
27.5 万元，计入该中心事业收入。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与 2 个项目的承担单位签
订补充合同，增加采购金额共 131.34 万元，均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 10%，
且其中 1 个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及金额 376.38 万元。
至 2021 年底，以前年度审计反映的“所属科学技术研究所未经批准出借房
屋 2058.25 平方米”问题未整改到位。
部本级重复申报、多申报预算 1.05 亿元。

17

应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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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本级未结合结转资金情况统筹安排年度预算，至 2021 年底，部分专项结
转资金 1.16 亿元。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2019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未按规定上缴房租收入 1137.58 万元，其中 2021
年 404.58 万元。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及所属南方航空护林总站、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
心安排的 3 个项目因前期准备不充分等进展缓慢，结转资金 5.07 亿元。
部本级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支出活动经费 16.75 万元。

17

应急部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未及时退还相关企业履约保证金 840.62 万元，违规
多收取履约保证金 103.8 万元。
部本级和所属离退休干部局未将地方医疗补助收入等 497.73 万元纳入预
算。
2018 年至 2021 年，部本级和所属华北科技学院、信息研究院未经批准出
租房产 5.29 万平方米；2021 年，所属信息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未经批准
无偿出借办公用房 2700 平方米给下属企业。
至 2021 年底，部本级及所属国家减灾中心、信息研究院对下属企业的管理
制度不健全；对所属信息研究院等 4 家单位对外投资监管不到位，部分企
业产权不明。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未按规定编制事业收入预算等，
共涉及资金 7380.27 万元。
2018 年至 2019 年，所属华北科技学院、应急总医院未经批准分别处置国
有资产 705.95 万元、3685.88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华北科技学院、应急总医院 4773.67 万元往来款长期挂
账未清理。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应急总医院 1 个项目未纳入在建工程核算，涉及
金额 865.51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信息研究院规避政府采购等规定，违规分拆应公
开招标的项目，涉及金额 686.19 万元，其中 2021 年 544.4 万元；所属应急
总医院 3 个项目未按规定公开招标，涉及金额 1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南方航空护林总站、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华北科技学院
的 4 个基建项目于 2020 年建成投入使用但未编报竣工财务决算，涉及投资
6423.65 万元，其中 3 个项目未及时转固定资产。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化学品登记中心的 2 个项目
建设进度滞后，结转资金 6.26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下属企业对投资企业日常管理
缺失，长期未参加股东会、董事会，不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
总行和所属北京营业管理部、集中采购中心等 4 家单位少计地方财政补助
资金等收入 1.74 亿元。

18

人民
银行

总行在金融业综合统计项目未达到付款条件也未实际付款的情况下，计列
支出 6348.2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总行未将 1745.34 平方米房产、部分古钱币等纳入固定资产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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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18

人民
银行

问题摘要
2012 年至 2021 年，总行将外聘人员工资等 4167.44 万元转嫁给下属北京人
银科工贸责任有限公司，其中 2021 年 844.27 万元；2021 年，总行将信息
服务费 109.88 万元转嫁给下属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总行未经批准租赁办公用房 388.23 平方米，涉及租金
586.41 万元，其中 2021 年 209.72 万元。
至 2021 年底，国家外汇管理局所属外汇研究中心的 913 万元往来款未及时
清理。
至 2021 年底，国家外汇管理局拖欠 10 户企业信息化建设费用 4309.63 万
元，其中 2021 年 2250.17 万元。
2016 年至 2021 年，所属 2 家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代发工资、缴纳社保等往
来款核算不准确，涉及金额 1.08 亿元，其中 2021 年 3490.82 万元。
201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钱币博物馆将所有权属于总行但由其代管的
贵金属纪念币，纳入其自身固定资产核算，涉及金额 4691.03 万元。
所属北京营业管理部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计算机机房工程、食堂综合更新改
造工程等项目的建设内容。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机关服务中心、
中国钱币博物馆等单位下属 70 户企业未完成国有产权登记。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印钞造币集团有限公司违规向部分职工发放住房补
贴 131.6 万元，其中 2021 年 8.64 万元。
委本级和 31 家所属事业单位未按规定将上年结转资金 2.4 亿元纳入预算。
至 2021 年底，所属轻工机关服务中心、商业机关服务中心、冶金机关服务
中心等 4 家单位未将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 3.81 亿元纳入预算，其中
2021 年 1.09 亿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轻工机关服务中心、机械机关服务中心、商业机
关服务中心等 6 家事业单位，未经批准出借资金 10.33 亿元。
2019 年至 2020 年，所属纺织机关服务中心、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
所未将房租、借款利息等收入 1892.53 万元纳入预算管理。
所属纺织机关服务中心为部分职工多缴纳住房公积金 26.38 万元。

19

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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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纺织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将代管的行政资产对外出租，收入 44.1 万
元未上缴财政。
所属纺织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向其下属企业无偿出借房产并承担物业费
供暖费 117.03 万元。
2019 年至 2020 年，所属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轻工机关服务中
心、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下属 3 户企业超编制、超标准购置公务用车，涉
及金额 60.8 万元。
所属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超额发放 2020 年度绩效工资 91.91 万
元。
所属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1 个项目 2020 年绩效自评结果不真实，
在相关工作未完成的情况下，部分指标即自评满分。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2017 年以来，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违规占用下属企业 9 辆车，作为院
领导班子公务用车。
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超标准为领导干部配置办公用房 278 平方米。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3 名领导班子成员违规持有该院控
股企业股份。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应收未收租金 4104 万元。

19

国资委

2012 年以来，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未经批准出租出借房产 2.4 万平方
米。
至 2021 年底，所属冶金机关服务中心青岛疗养院 2008 年未经批准出借的
资金 3.49 亿元仍未收回。
所属冶金机关服务中心大连疗养院 2011 年未经批准对外出借 2.1 亿元，
2020 年同意借款方将未经评估房产和 1060 万元现金抵偿借款。
2014 年以来，所属商业网点建设开发中心未经批准代持 17 户企业股权，
并为代持企业提供担保，因承担连带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212.56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轻工业质量认证中心、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建
筑材料展贸中心等单位下属 28 户企业，未报送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
告，涉及资产 3.28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石化机关服务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国纺织信
息中心等单位下属 55 户企业，尚未完成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至 2021 年底，所属纺织机关服务中心下属华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应计未计利息 6029.26 万元，对外出借资金 2000 万元逾期未收回，违
规无偿出借资金至少造成国有权益损失 1428.08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中国企业联合会、冶金工业规
划研究院等单位下属 8 户企业未按期完成公司制改革；所属国资委信息中
心、国资委机关服务中心、轻工离退休干部局等单位下属 5 户企业未按期
完成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试点改革。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下属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尚未纳入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所属有色金属机关服务中心下属的北京中金瀚商贸公司未按规定上缴国有
资本经营收益 25.74 万元。
2020 年，所属轻工机关服务中心下属的北京国轻天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虚
增营业收入 3362.47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下属的北京华信高
技术有限公司违规代开发票 85.43 万元。
至 2021 年底，署本级结余资金 330.75 万元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20

海关
总署

至 2021 年底，署本级在机构改革后尚未按规定重新核定系统公务用车编
制，所属二三级单位机要和应急用车数量超出车改要求，部分车辆使用率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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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署本级 17 台投影仪账实不符。
至 2021 年底，署本级和所属北京海关、广州海关超标准配备办公设备，涉
及金额 2008.55 万元。
2017 年至 2021 年底，所属北京海关、广州海关采购台球桌、液晶电视等
物品 49.71 万元，其中 2021 年 18.64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北京海关、重庆海关未按要求将 1.52 万平方米的 5 处
房产以及原值 2.27 亿元的办公设备等资产划转至事业单位。
至 2021 年底，所属北京海关对投资企业的 196.27 万元投资款未追缴收回。

20

海关
总署

所属重庆海关 2020 年底在加油卡余额为 33.13 万元的情况下充值 20 万元，
至 2021 年底余额为 43.31 万元，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所属广州海关、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未将 2020 年结转资金 1.61 亿元纳
入预算。
至 2021 年底，所属广州海关未经批准将 8650.28 平方米的房产，交由下属
企业对外经营。
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未将 2019 年至 2021 年取得的投资收益 532.72
万元纳入预算。
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在专用基金等大量结存的情况下，仍申请同类
资金 7371.15 万元，至 2021 年底结存 2.43 亿元。
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下属企业违规转分包项目，获利 83.23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重庆海关下属技术中心等 3
家事业单位，违规无偿占用行政办公用房 4097.5 平方米。
2017 年至 2020 年，所属上海海关未执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向下属企事
业单位委托业务，涉及金额 2225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上海海关工会、天津海关后勤管理中心、上海海关后勤
管理中心等单位下属 248 户国有企业未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至 2021 年底，所属青岛海关后勤管理中心、南京海关后勤管理中心、天津
海关后勤管理中心等单位下属 327 户国有企业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
理，2021 年取得净利润 4.17 亿元。
至 2022 年 2 月，上年度审计发现的海关总署 51 处房产土地闲置问题仍未
整改到位。
局本级扩大支出范围，使用 297.47 万元信息化运维经费出版图书等。

21

税务
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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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局本级和所属税务机关在公开地方财政拨款预决算时，未按规定
细化至款级科目。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和所属湖南、山东等 7 省市税务机关将 8.46 万平方
米房产等无偿交由下属单位使用；所属河北、辽宁、广东等 11 省市税务机
关未经批准，对外出租出借房产并少收取租金 3900 多万元。

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和所属江苏、上海、辽宁等 6 省市税务机关超标准配
置办公设备或家具，涉及资产金额 4725.89 万元，其中价值 781.07 万元的
打印机等资产购置后长期闲置。
所属重庆市税务干部学校虚列 17.25 万元职工教育培训支出，人为提高预
算执行率。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陕西、黑龙江、云南等 10 省市税务机关未将事业
收入等 13.38 亿元纳入部门预算。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湖北、山西等 9 省市税务机关未将地方财政拨款
收入及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11.81 亿元纳入预算。
2020 年和 2021 年，所属吉林省税务局多编报其他收入预算 16.28 亿元和
10.5 亿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广东省税务局在预算编制时未统筹考虑上年结转
资金情况，各年结转资金规模为 1.59 亿元、1.28 亿元、8908.36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河南、上海 2 省市税务机关多申领人员经费等预
算 908.87 万元。

21

税务
总局

至 2021 年底，所属云南省部分税务机关 3674.2 万元结余资金未按规定上
交财政。
所属重庆市税务局 2020 年度决算少列人员经费 2479.02 万元、多列项目经
费 3648.68 万元。
所属上海、四川、辽宁等 6 省市税务机关在相关票证存量能满足本年需求
的情况下，仍支出 4530.34 万元印制通用定额发票等票证。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四川、山东等 9 省市税务机关在当年大量结余的
情况下，仍为公务用车加油卡充值 165.38 万元，至 2021 年底加油卡余额
达 1212.37 万元；所属深圳、广东 2 省市税务机关在年底突击花钱，充值
ETC 通行卡和燃气卡、预付培训费用等 26.68 万元；所属云南省昆明市税
务局预付 2 家维修单位车辆维修款 50.78 万元，又向另一家非定点维修单
位支付维修费 13.73 万元，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深圳市税务局以委托研究的名义，将自身承担的
40 项科研课题经费转至 2 个税收研究会，
至 2021 年底已支付 521.18 万元，
并从中报销或发放误餐、交通补助等。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武汉市税务局为完成报刊订阅计划，支付 499.26
万元订购 70 种报刊杂志。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河南、广东、湖北、湖南 4 省税务机关在单位场
所能够满足需求且无外地人员参加的情况下，在酒店举办培训或召开业务
会等，涉及金额 80.95 万元。
2020 年，所属陕西省榆林市税务局扩大开支范围，将维修改造项目资金
247.94 万元用于绿化工程。2019 年和 2020 年，所属重庆忠县税务局分别
支付 18.54 万元和 23.64 万元举办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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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21

税务
总局

问题摘要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西安市税务局的 134.67 万元停车场收入未纳入账
务核算。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山东省税务局下属酒店以“白条”入账
263.05 万元。至 2022 年 1 月底，所属太原市税务局下属山西新唐明印业有
限公司的 9066.59 万元资金未纳入账务核算。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投资的 2 个内部宾馆（培训中心）相关对
外投资情况未纳入账务核算。
至 2021 年底，
所属广东省税务局未及时清理已撤销的下属事业单位银行存
款 6370.93 万元，且该单位的相关印鉴仍由个人保存。
至 2021 年底，所属四川、山东、河北等 13 省税务机关部分公务用车使用
率低。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税务局无偿占用其他单位车辆 2 辆。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湖南、河南 2 省税务机关在部分车辆使用率低的
情况下，又新购或租入 15 辆，涉及金额 186.25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湖北省税务机关未经鉴定就核销 557 台刚满最低
使用年限且仍可使用的电脑等设备，其中 46 台账面原值 61.08 万元的照相
机和笔记本电脑实际仍由原使用人保管。
2020 年至 2021 年，
所属深圳等 5 省市税务机关在 16.27 万平方米办公用房
闲置的情况下又租用办公用房，支付租金 1117.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河北、山西等 16 省市税务机关的 302.61 万平方米房产
和 40.9 万平方米土地闲置。
至 2021 年底，所属浙江省税务机关房产闲置问题仍未整改到位。
局本级为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编报基本支出预算 370.69 万元。

22

市场
监管
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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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自行提高支出标准，多支付因公临时出国（境）
护照签证委托服务费 245.67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将应直接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政府采购委
托外部企业实施，涉及金额 159.8 万元。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未按规定将 1 个基建项目纳入账务核算，涉及金额
2.88 亿元。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和所属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纤维质量监
测中心未经批准无偿向下属单位出借办公用房 1.71 万平方米。
所属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等 3 家单位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未统筹考
虑上年结转资金 1153.96 万元。
所属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采购服务 876.87 万
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下属企业对外借款 197.14
万元尚未收回，存在损失风险。
所属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下属企业依托事业单位职能举办有偿培训，违
规收费 47.4 万元。

序号 部门名称

22

市场
监管
总局

问题摘要
所属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未经审批向下属企业无偿转让 10 个产品证明
商标。
所属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等 3 家单位未按规定将其他收入 91.64 万元纳
入预算。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下属的《光彩》杂志社等 2 户企
业未纳入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编报范围，涉及资产 2550.98 万元。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在挂职干部宿舍闲置的情况下，在下属招待所安排局本
级挂职干部等人员住宿，多支出住宿费 660.55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 2 家单位未及时清理往来款项 4520.77
万元。
至 2021 年底，
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及时核销已划转的股权投资 4500 万元，
未按规定将对外投资 825 万元纳入财务核算。
至 2021 年底，所属信息中心的 1 个项目未按期完工验收。
所属宣传中心 1 个项目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绩效自评不准确。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和中国
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等单位下属 23 户企业未按期完成公司制改革。

23

体育
总局

所属反兴奋剂中心预算编制不准确，在医疗补助等收入来源相对稳定的情
况下，仅编制相关收入预算 12.64 万元，实际取得 136.78 万元。
所属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未经批准对外出租出借资产，涉及资产价值
3953.77 万元。
所属体育器材装备中心接收并发放的 1139.69 万元赞助物资未纳入账务核
算。
所属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47.87 万元资产未经核实即核销，核销后也未按程
序备案。
至 2021 年底，所属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资产账实不符，涉及资产价值 31.04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购置的 70.07 万元设备和软件未
纳入账务核算。
2020 年，所属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采购服务 267.68 万
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拳击协会向赛事承办单位违规收取技术服务
费 200 万元。
局本级未将所属中国信息报社纳入部门预算，涉及收支 3416.6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信息报社违规开展有偿新闻收费 150.3 万元。

24

统计局

至 2022 年 1 月底，局本级 94.36 万元结余资金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 1 个基建项目未按规定转入固定资产，涉及金额
3746.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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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24

统计局

问题摘要
2020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及所属单位的 7 个项目未按实际情况进行绩效
评价；17 个项目未按规定设置产出、效益等绩效指标；14 个项目未结合年
度工作计划设定绩效目标等。
所属北京调查总队未将可预计的地方财政拨款收入 1313.52 万元纳入部门
预算。
2019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主管的中国统计出版社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转让其作品使用权，取得收入 2489.3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信息报社、机关服务中心和局本级主管的中国统计
出版社有限公司下属 7 户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
记。
署本级未将地方财政拨款收入 43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

25

国际
发展
合作署

署本级 1 个项目未根据执行情况及时申请调减预算，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
27.91 万元、结余资金 335.12 万元。
至 2021 年底，署本级将应承担的 58 名外借人员薪酬等转嫁给出借单位。
2019 年至 2020 年，署本级未及时支付项目委托费用 12.86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向 36 家单位摊派费用 21.45 万元。
局本级和所属单位将应承担的 59 名外借人员薪酬等转嫁给出借单位。

26

医保局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和所属单位尚未按要求制定部门项目支出标准。
2019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和所属单位未根据部门预算等编制政府采购实
施计划。
所属 1 家单位预算编报不准确，编报经营收支预算各 1823 万元，实际执行
为 73.01 万元、177.2 万元。
局本级在项目预算中编列与其职责无关的内容，涉及金额 285.5 万元。
局本级将本级培训费预算 114.5 万元编入所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预算。
2020 年至 2021 年，
局本级未将获得的医疗补助收入 98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
局本级向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购买服务 30 万元。

27

乡村
振兴局

2020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和所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违规与不具备承
接资格的单位签订委托培训等协议，涉及金额 113.16 万元。
2019 年，所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未对相关项目支出绩效进行有效监
控，425.01 万元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未制定对外投资管理相关制度，且对所属信息中心等
单位的 47 户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经营等情况均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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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27

乡村
振兴局

问题摘要
2019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和所属单位预算绩效目标设定不合理，12 个项
目的指标设置不完整，32 个项目超过 50%的指标未量化，20 个项目的 38
个指标设定值明显低于实际完成情况。
2019 年至 2020 年，局本级和所属 4 家单位 27 个项目的 52 个绩效指标未
完成。
至 2021 年底，所属信息中心 169.61 万元应收款挂账问题尚未完成整改。
院本级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等 3 家非所属单位代编预算
6181.25 万元。
院本级年初预算 18.9 亿元未细化。所属文献情报中心和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等 2 家单位项目支出预算 1474.3 万元未细化。
院本级在专项资金预算中编报所属企业经费预算 2387.31 万元。
院本级 2 个采购合同未按规定实施政府采购，涉及金额 602.46 万元。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到期未收回中科院知识产权专项引导资金 4000 万元，
其中 2900 万元长期闲置。
院本级和所属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扩大开支范围，在项目支出中列支所属
企业培训经费、人员绩效工资等 124.6 万元。
所属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3 个项目预算编报超出实际需求或执行缓慢，资
金使用效率低，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 1597.8 万元。

28

中科院

所属单位在自有房产对外出租情况下，以更高价格承租房产。所属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未按规定采取公开招租方式出租房产 4037.52 平方米。
所属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 3 家单位违规将 3 个非预算单位业务纳入财务
核算，其中 2 个是未按规定登记的社会组织。
所属中国科学院大学等 3 家单位教育收费收入 2.07 亿元未按要求及时上缴
财政。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 7 家单位在基本科研业务费中违规分摊院所公共
管理和运行费用、发放在编人员工资等 2315.98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微电子研究所、自动化研究
所等单位下属 43 户企业未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未依法确认产权归属。
2020 年，所属中科院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政策要求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
户承租人房租，涉及金额 369.56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6939.03 万元往来款长期挂账
未清理。

29

社科院

所属心理研究所部分职工未经审批在职创办企业或兼职，有的还以该所名
义开展业务并无偿占用科研用房和固定资产。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中心档案馆项目未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未转入固
定资产，涉及金额 40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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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摘要
2019 年至 2021 年，院本级未经批准将 197.9 平方米房产对外出租，取得租
金 22.5 万元。
2018 年至 2021 年，院本级和所属财经战略研究院等 4 家单位的 13 个项目
预算编制不准确、执行率低，至 2021 年底结转资金 2.25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的 53 个课题未按期
结项。
所属财经战略研究院和经济研究所的 2 个项目绩效指标不完整、不细化。
至 2021 年底，院本级和所属经济研究所等 44 家单位的 3220 个已结项课题
结余资金 3.32 亿元，未按规定统筹使用。
所属经济研究所未经批准无偿出借房产 233.01 平方米。

29

社科院

所属信息情报研究院等 3 家单位扩大开支范围，在财政项目资金中列支劳
务费等 74.99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外国文学研究所未按规定将房屋处置收入 259 万元上缴
财政。
至 2021 年底，所属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2 个项目结余资金 110.59 万元，
未按规定上交财政。
所属服务局未将 190.3 万元房租收入纳入账务核算。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服务局未经批准将 203 平方米房产对外出租，取
得租金 76.38 万元。
2018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部分
物资采购无比价记录或审批流程，涉及采购金额 1.22 亿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当代中国研究所 960.56 万元往来款长期挂账未清理。

30

中央
广电
总台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哲学研究所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的 2 个项目绩效指
标设定不合理，部分绩效指标的实际完成值远超设定值。
2017 年至 2020 年，所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未按规定计提图书存货跌价
准备。
2020 年至 2021 年，台本级未按规定实施公开招标，采购镜头、摄像机和
系统开发服务共 7720.95 万元。
2018 年以来，台本级超编制配备的 44 辆公务用车未及时申请重新核定。
2021 年，台本级未经备案，批准由下属企业为地方记者站超标准配备公务
用车 22 辆；下属 2 户企业车改后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 2 辆。
至 2021 年底，台本级 1505.22 万元设备闲置 3 年以上，4768.29 万元资产
长期未入账。
至 2021 年底，台本级 1 个基本建设项目进度滞后，工程造价增加 1283 万
元。
台本级 4 个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履行评审程序。
2019 年至 2021 年，台本级 1 个项目相关年度目标未按期完成；4 个项目绩
效指标设定未细化、指标值设定偏低或自评依据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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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央
广电
总台

问题摘要
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 1 户企业扩大支出范围，在项目经费中列支
人员经费 129.03 万元。
所属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下属 1 户企业违规开展有偿新闻等收费 39.15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国广传
媒发展有限公司等下属 42 户企业未完成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
14458.98 平方米房产未办理产权变更或产权登记，其中 3809.11 平方米被
下属企业无偿占用或长期闲置。
主管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2010 年 10 月违规对外投资，相关
项目自 2015 年停工至今。
至 2021 年底，所属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向总台少缴纳 6443 万元广播广
告承包费问题仍未整改。
会本级编报住房改革支出预算时未统筹考虑上年结转资金情况，当年该项
支出结转结余资金 319.24 万元。
会本级编报部分项目支出预算时未细化到具体预算单位，涉及金额 3850
万元。
会本级虚设“消费者投诉维权”项目编报预算。
至 2021 年底，会本级未按规定上缴资产处置等收入 107.04 万元。

31

银保
监会

会本级扩大支出范围，在其他项目经费中列支监管信息化项目支出 3494.16
万元。
会本级和所属北京、河北银保监局等 9 家单位扩大支出范围，在项目支出
中列支基本支出 2403.57 万元。
会本级监管监测审查支出项目的部分绩效评价指标统计口径不一致、目标
值设定不符合规定；执法办案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目标值设置过低。
所属北京、河北银保监局等 10 家单位违规在项目支出预算中编报基本支出
内容，涉及金额 1327.72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山西、厦门银保监局和阜阳银保监分局未按规定上交结
余资金 134.46 万元。
所属河南银保监局在年底超合同进度付款 35.52 万元。
所属河北银保监局、辽阳银保监分局未按规定履行罚款催缴职责，涉及金
额 170 万元。
至 2021 年底，
所属阜新银保监分局拖欠阜新银行办公用房租赁费 198 万元。
会管单位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保保险资产登记
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向会员单位重复收费 50 万元。
至 2021 年底，会管单位中国银行业协会 990.54 万元应收款项长期未收回，
面临损失风险。
2020 年，会管单位中国银行业协会未经批准合作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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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问题摘要
银保
至 2021 年底，会本级未完成违规转嫁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人员及
31
监会
运维费用问题的审计整改。
会本级和所属 36 家派出机构未将地方财政补助资金 5.3 亿元纳入部门预算。
会本级向所属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和期货监控中心转嫁外借人员薪酬等
689.63 万元。
会本级为经费自理的所属行政中心编制财政补贴预算 17.94 万元。
会本级未落实绩效改进要求，在前两年均超额完成相应绩效指标的情况下，
仍下调 5 项绩效指标值。
会本级和所属北京、深圳证监局违规发放职工医疗补贴等 228.84 万元。

32

所属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存款明细账核算不准确，存在不同银行账户串户
记账问题；为其他单位垫付的房租和物业费 506.88 万元在该中心成本费用中
证监会 列支，未确认为应收款项。
至 2021 年底，所属湖北、深圳、北京证监局房产出租收入 1766.68 万元未上
缴财政，其中 2021 年 51.71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北京证监局职工教育经费 166.22 万元长期挂账，未及时
盘活。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未将股票公开
发行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 2.23 亿元缴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其中 2021
年 7011.14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公司违规向会员单位等收取培训费、
服务费 6107.11 万元，
其中 2021 年 5877.6
万元。
社本级在编制会费项目预算时，未统筹考虑结转资金情况，至 2021 年底结
转 78.22 万元、结余 14.68 万元。
社本级未将 437.25 万元自有资金支出纳入部门预算。
至 2021 年底，社本级未将对深圳市中商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投资纳入长期投
资核算，涉及资产 2774.93 万元。

33

供销
合作
总社

至 2021 年底，社本级 1 处 1291.09 平方米的房产未办理产权证，也未纳入固
定资产账核算。2011 年至 2021 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将上述房产
对外出租，共取得收入 1340.41 万元，其中 2021 年 178.58 万元。
至 2021 年底，社本级未制定“僵尸企业”处置方案等，有 6 户“僵尸企业”长期
未清理。
主管的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违规与企业合作举办评比表彰活动和技术展会，收
取合作费 40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信息中心向其他单位违规收取信息服务费等 36.4 万
元，其中 2021 年 1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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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供销
合作
总社

问题摘要
所属中华合作时报社未经政府采购程序，直接确定印刷服务商，2021 年支付
印刷费 134.88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中华合作时报社未经批准举办全国性论坛或开展评
比表彰并违规收费 1306.5 万元，其中 2021 年 346.05 万元。
2002 年至 2021 年，所属管理干部学院在与企业合作经营期刊过程中，违规
出租刊号或将编辑等工作交由合作方承担，并收取管理费 268.3 万元，其中
2021 年 40 万元。
所属北京市中佳出租汽车公司内部控制缺失，未制订财务管理等制度，2021
年未履行采购程序，直接与 1 家公司签订 20 辆运营车辆更新合同，合同金
额 280.96 万元。
所属供销集团 2018 年违反决策程序，将 3300 万元财政资金投入相关企业，
部分资金存在损失风险。
至 2021 年底，所属供销集团下属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未按
规定将 10 辆公务用车登记划转至实际用车的下级公司。
2019 年至 2020 年，所属供销集团下属宁夏四季青冷链物流公司违反集团内
部不得为个人提供担保的规定，为供货人提供累计 1000 万元融资担保，该
供货人获得累计 1000 万元贷款后转借给该物流公司使用。
2017 年至 2020 年，所属供销集团下属 4 户企业开展无实物流转的融资性贸
易，虚增收入 4.8 亿元，至 2021 年底有 1.64 亿元逾期未收回。
2019 年，所属供销集团下属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未经批准违规收购民
营企业，涉及投资 3.85 亿元。
局本级 9 个项目应纳入未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涉及金额 323.34 万元。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 1 个项目工程款 1611.92 万元。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 1 个国际贷援款项目推进缓慢，涉及金额 4658.3 万元。

34

所属华东监管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未将地方财政补助资金 316 万元纳
入部门预算。
能源局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 1 家单位利用受托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向监督对
象限定和变相限定技术服务单位，帮助技术服务单位承接业务 5247.96 万元，
其中 2021 年 2214.49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局本级主管、中国能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
电力报》违规开展有偿新闻等收费 4694.41 万元，其中 2021 年 1741.82 万元。
局本级未将所属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管理局下属的 3 户企业纳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管理，其中 2 户企业少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296.03 万元。至 2021
年底，1 户企业应上缴未上缴投资收益 1457.68 万元。

35

民航局

所属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1 个项目在未统筹考虑上年结转资金
4256.79 万元的情况下申请预算，2021 年底结转资金增至 6718.88 万元。
所属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未经批准，将 1331.64 平方米房产对外出租
并取得租金收入 53.93 万元；2019 年至 2021 年，未将机坪、房产租金等收
入 1599.66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其中 2021 年 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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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问题摘要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迁建工程项目有 3923.6 万元
应付款因存在分歧长期未支付，导致 2786.5 万元民航发展基金自 2012 年以
来一直结转。
所属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2018 年在政府采购中违规设置指向特定供
应商的评分条件，涉及合同金额 1.22 亿元，至 2021 年底已支付 8048.7 万元，
其中 2021 年 3414.6 万元。
民航局
所属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 3 个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设定与实际情况不
符，在项目已有明显进展的情况下，照搬上年度目标。2020 年，所属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 1 个项目绩效自评仅论述了项目必要性，未按规定反映
当年实际进展。
所属中国民航大学于 2008 年和 2013 年未经批准向其下属企业出借资金 7125
万元，至 2021 年底已全部逾期。
局本级未将地方医疗补助收入 35.5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
局本级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中重复申报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24.67 万
元。
局本级未按要求完成煤矿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并
将应由地方承担的费用 58 万元在本级预算中安排支出。
局本级 4 名退休人员违规在所属社会团体领取兼职补贴 3.07 万元。
局本级 4 个项目绩效目标未按要求突出核心产出和效果，其中 3 个项目未设
定绩效指标。2020 年，局本级 1 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不真实，将不属于项目
支出范围的内容纳入评价指标。
至 2021 年底，局本级未按规定开展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36

2020 年，局本级未经批准，将 1 个项目结转资金 20 万元用于其他项目支出。
矿山
安监局 所属 24 家单位未按法定时限公开预算，其中所属广东局 2020 年决算和 2021
年预算均未公开。
所属山西局、河北局未经批准无偿出借房产 7806.17 平方米。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山西局、甘肃局、江西局下属 3 家事业单位未经批准，将 1270 平
方米房产对外出租并取得租金收入 187.99 万元，其中 2021 年 96.48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重庆局 5984 平方米业务用房自 2018 年建成后一直闲置。
至 2021 年底，所属江西局下属 1 家单位及吉林局、辽宁局 10 套房产无产权
证，其中 4 套房产未按要求计价入账。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吉林局 2368.7 万元罚没收入未执行“罚缴分离”制度，
其中 2021 年 963.88 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陕西局、湖南局、福建局等下属 8 家事业单位 13 个
项目预算科目编列错误，涉及金额 4254.91 万元，其中 2021 年 186.86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福建局 2 个中央基建投资项目 2014 年以来一直未开工，
1013.04 万元财政资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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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问题摘要
至 2021 年底，所属山西局、吉林局、新疆局下属 4 户企业未按时完成公司
制改革；所属山西局下属 2 家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2020 年，所属河南局、广西局下属 2 户企业少申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520.99
万元。

矿山
2019 年，所属江西局下属江西煤矿抢险排水站超预算采购设备 117.35 万元。
安监局
2017 年，所属四川局未经批准，向其机关服务中心出借资金 370 万元，至
2021 年底有 200 万元未收回。
2015 年以来，所属四川局、内蒙古局、山西局下属 3 户企业相关领导人员违
规经商办企业。
局本级未将所属 2 家事业单位纳入部门预算，涉及收入 8932.46 万元、支出
8860.44 万元。
局本级代编所属 1 家事业单位项目支出预算 168 万元。
局本级未将所属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单位
下属 9 户企业纳入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编报范围，
涉及资产总额 1.75 亿元。
局本级及所属 7 家单位在相关基本支出结转 487.58 万元的情况下，继续申报
预算 1951.94 万元，2021 年底结转 538.79 万元。
2019 年至 2020 年，局本级和所属药品评价中心、行政事项受理服务和投诉
举报中心在租用设备用房或办公用房、采购物业管理服务时，未履行政府采
购程序，直接与采购对象签订合同，涉及金额 1393.12 万元，其中 2021 年支
付 409.54 万元。
所属信息中心未将财政医疗补贴和宿舍管理费收入 83.33 万元纳入预算。

37

药监局

所属信息中心向下属企业转嫁房租 66.08 万元；至 2021 年底，违约拖欠中小
企业工程款 382.1 万元。
所属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违规占用药监局机关服务中心下属企业的车辆
128 次。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违规在会议费中列支交通费
57.61 万元。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药品评价中心违规向 10 户企业收取会
议支持合作费 240 万元，其中 2021 年 220 万元。
2019 年至 2021 年，所属高级研修学院在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向
各省药监部门、药企等销售图书 2.71 万册，取得收入 145.19 万元，其中 2021
年 79.97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的 2 户企业未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所
属中国药学会、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单位下属 6 户企业未完成公司制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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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摘要
中心本级在 1 个项目上年结转 611.04 万元的情况下，
继续申领预算 520 万元，
2021 年底结转 734.34 万元。

38

中国地质
调查局自
然资源综
合调查指
挥中心

中心本级项目支出预算体系设置不完善，有的未对相关职责进行细化，有的
未细化到项目实施主体。
至 2021 年底，中心本级和所属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实施的 2 个项目
因前期准备不足等，主要任务无法实施或推进缓慢，涉及资金 1580.8 万元。
2020 年和 2021 年，中心本级和所属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等 13 家单位
未将利息收入 9491.27 万元纳入部门预算，其中 2021 年 4198.84 万元。
所属西安矿产资源调查中心等 5 家单位 2021 年实施的 9 个项目未编报上年
结转资金 1594.45 万元。
所属西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在 1 个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的情况下，未经
批准改变项目预算支出用途，于 2021 年底支出 25.45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西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等 4 家单位的 3272.41 平方米
房产等资产未登记入账、账实不符；所属烟台海岸带地质调查中心等 2 家单
位已处置的 8324.24 平方米房产仍挂在固定资产账上，涉及账面价值 312.66
万元；所属西安矿产资源调查中心等 2 家单位未办理 5.39 万平方米土地、房
屋等资产权属证书。
所属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未经批准无偿出借 95.32 平方米房产。
至 2021 年底，
所属西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3177.09 平方米房产长期闲置。
2020 年，
所属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的 1 个政府采购项目存在串通投标问题，
涉及合同额 251.34 万元。
会本级将所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项工作经费预算 100 万元编入本级预
算，未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结转资金 2093.87 万元列入部门决算。
至 2021 年底，会本级和所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 3 家单位 1756.36 万元项
目结余资金未清理上交财政。
2020 年和 2021 年，会本级和所属中国舞蹈家协会 3 个项目预算绩效指标存
在未设置下限、缺少评分依据、目标不细化等问题。2020 年，会本级和所属
中国戏剧家协会 2 个项目在相关工作未完成的情况下，绩效自评均满分。
所属中国书法家协会 1 个会议超出规定人数 147 人，涉及支出 40.36 万元。

39

中国
文联

所属中国戏剧家协会在 2 个项目上年财政资金结转 481.52 万元的情况下，继
续申领预算 340 万元，2021 年底结转 514.46 万元。
所属电视艺术中心委托不符合资质的企业承担艺术考级活动并取得收入
50.63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电影家协会部分办公用房账实不符；2006 年以来，
未经审批无偿向下属企业出借办公用房 1146.35 平方米。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摄影家协会等 3 家单位少计收入 1139.37 万元；所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 3 家单位往来款 562.42 万元未清理。
至 2021 年底，所属《曲艺》杂志社未办理 150 万元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及工
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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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
文联

40

中国
记协

问题摘要
2020 年至 2021 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将会本级房产对外出租，租
金收入 25.88 万元未上缴财政，其中 2021 年 12.94 万元。
至 2021 年底，审计发现的会本级未清理挂账资金中，仍有 556.34 万元未清
理。
会本级未将所属新闻培训中心纳入部门预算，涉及收入 624.75 万元、支出
325 万元。
会本级 2 个项目的 9 个绩效目标存在未设置下限等问题。2019 年和 2020 年，
会本级 4 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不客观、不准确，在未完成绩效指标的情
况下自评满分，或在已完成绩效指标的情况下自评零分。
2019 年至 2021 年，会本级在 2016 年至 2018 年的政府采购服务合同到期后，
未按规定重新履行政府采购程序，逐年直接续签，其中 2021 年 49.35 万元。
至 2021 年底，会本级少计固定资产 165.6 万元、无形资产 219.43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往来款 53.45 万元长期未清理。
会本级 1 个项目的绩效指标不完整，未设置产出指标；所属中国盲文出版社
1 个项目缺乏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难以评价执行结果。
至 2021 年底，会本级和所属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 3 家单位应收款 1400.62 万
元长期未清理。
所属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务中心和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未经批准向
下属企业出租出借房产，涉及资产原值 409.27 万元。
所属单位个别司局级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
至 2021 年底，所属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482.27 平方米房产闲置。

41

中国
残联

至 2021 年底，所属华夏出版社 1 个财政资金资助项目进展缓慢。
2016 年至 2021 年，所属华夏出版社未将其主办的杂志和图书相关收入
2349.83 万元纳入本级财务，而是由其子公司进行核算，其中 2021 年 488.54
万元。
至 2021 年底，所属全国残疾人用品开发供应总站、上海国际康复活动中心、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社未按时完成公司制改革。
至 2021 年底，所属华夏文化集团等 2 家单位出资成立的 3 户企业未办理国
有资产产权登记。
2020 年和 2021 年，所属中国康复科学所违规开展经营活动取得收入 1700.56
万元，其中 2021 年 980.38 万元。
2020 年和 2021 年，所属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少计收入 1134.3 万元，
其中 2021 年 220.2 万元；至 2021 年底，少计无形资产 15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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