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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听取《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计政府投资项目 四年增近八成
2014 年审计资金 998.71 亿元，比 2011 年增长 111.7%
□记者 张渝

阅读提示 |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一般都是关系经济和民生的“大块头”。这些项目实施情况如何，通过审计发现和解决
了什么问题？今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对《河南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条例》
（简称《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11 月
22 日召开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认为，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审计力度，审计覆盖面逐年扩大，节约了大量政府投资资金，而且对重大政策执行情况、重
点项目进行跟踪审计，把项目决策和绩效情况列入了审计范围，促进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但也存在总体覆盖面偏低、信息
共享机制不健全、审计结果“不够透明”、部分政府投资项目进展缓慢等问题。

中原学者添8人
最小的 38 岁
河南中原学者已有 49 名

数读

□记者 谭萍

2014 年审计的政府投资项目与资金分别比 2011 年增长 78.2%和 111.7%
解读 审计覆盖面逐年扩大，节约了大量政府投资资金。
《条例》自 2010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
得到各级政府的积极贯彻落实，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覆盖面逐年扩大。

2011 年至 2014 年
全省审计机关共
审计政府投资建
设项目 15068 个

处理涉案人员
419 人

移送案件线索或事项
708 件

其中，
2014 年
全省审计机关
审计政府投资
项目 5080 个

查处违规资金
467.73 亿元

审计项目资金
3158.51 亿元

审计资金

998.71 亿元

省审计厅对 9 条高速公路竣工财务决算审计，共审减工
程造价 4.5 亿元。
漯河市政府投资审计服务中心仅沙澧河一期项目审计
就为政府节约资金 2.35 亿元。

2011 年审计项目
2014 年审计项目

增长 78.2%

2011 年审计资金
2014 年审计资金

增长 111.7%

问题

背景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覆盖率较低

重点检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开展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在作关于检查《条例》的报告
时介绍，今年 8 月，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同意，制订
印发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条例＞实施情况的工
作方案》，成立了以他本人为组长，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
人大代表为成员的执法检查组。
其间，执法检查组分别到安阳市、新乡市、许昌市、漯河市
及所属汤阴县、辉县市、鄢陵县、舞阳县进行检查。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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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政策执行情况、重点项目跟踪审计

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解读：
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每季度都有重点地开展一次重大
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
定期向省政府报送查出问题和整改
情况，
对问题建立台账，
根据各市县整改情况实行销号管理。
【事例】省审计厅对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跟踪审计，促
进市县政府补充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5.77 亿元，追回违
规使用资金 1.61 亿元，促进资金拨付到位 8.28 亿元，完善配套
设施建设 9 个，
29 个项目 1.23 万套保障房加快建设进度。

审计需要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但目前有些地方，审计
部门与发改委、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
的沟通渠道不畅，
难以形成监督合力。

项目决策与绩效如何，也成了审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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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读：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决策和绩效情况如何，也被列入
审计内容，从而推进决策科学化。
【事例】省审计厅对河南投资集团和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两
大省属重点企业的重大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揭露出省属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前期可行性研究论证
不充分、项目决策不可行、建成后亏损严重等问题，推动企业
建立健全投资决策和责任追究制度，提高投资决策水平。

2

一些项目参建单位对审计工作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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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11 年至 2014 年，全省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17454 条；共移送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审计案件线索和违法投标等事项 708 件，已有 419
人受到法律或党纪、政纪处理。
【事例】济源市政府根据审计建议，采取修改初步设计、完
善材料价格控制机制等措施，不仅间接为政府节约投资 2.3 亿
元，
而且还促进了重点建设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有的不提供审计所需资料，或拖延谎报审计所需资料，
有的甚至借口无账拒绝接受审计。

仅有六分之一的地方政府公开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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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反腐利剑，又
“堵住”管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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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实施以来，虽然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覆盖面
不断扩大，但总体而言，还处于较低水平。
2014 年全省共审计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998.71 亿元，占
当年国有控股投资额的 23%。全省虽然有 18 个市、县（区）
开展了这项工作，但覆盖率不足 10%，近 20 个县（区）尚未
开展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
究其原因，与审计人员人数跟不上审计项目增加、审计
力量偏弱有关。

从检查情况看，2012 年至 2014 年，全省开展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审计的 153 个市、县（区）中，仅 24 个市、县（区）的
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结果实行了向社会公开或部分公开，其
他未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部分项目进展缓慢，
建设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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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有些政府投资不能及时发挥效益，
其主要原因是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充分。
例如，某县 2014 年对 32 所学校的“全面改薄（全面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由于
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至今尚未开工。某区由于建设用地
规模等条件限制，
24 个棚改项目有 9 个尚未开工。

制图 谢景豹

全省政府投资审计人员人均审减工程
造价 660 余万元。

平均审减率 6.3%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

新增 8 名中原学者
平均年龄约 50 岁

事例

2014 年全省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查处
违法违规资金 148.75 亿元
审减资金
62.92 亿元

审减工程造价
165.2 亿元

本报讯 我省“中原学者”再
添生力军！昨日，大河报记者获
悉，我省 2016 年度的中原学者
评审结果揭晓，共有 8 名专家入
选。截至目前，河南共评选出中
原学者 49 名，其中已有 7 人入选
两院院士。

新增的 8 名中原学者分别是：
郑州大学刘宏民教授、
郑州大学单崇新教授、
郑州大学韩一帆教授、
河南大学张骁教授、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雷振生研究员、
河南中医学院苗明三教授、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张建营
教授、
黄河水利委员会姚文艺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据了解，这是 2007 年“中原
学 者 ”开 评 以 来 人 数 最 多 的 一
次。而这 8 名中原学者平均年龄
约 50 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38 岁，整体年龄结构进一步呈现
年轻化特点。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本次新入选的 8 名中原学者
各有所长，他们分别是我省具有
较高水平的相关学科带头人，在
国内甚至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学
术影响，为推进创新型河南发展
做出了较大贡献。
此 外 ，为 吸 引 省 外 人 才 来
豫，本次中原学者评选还对省外
来豫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试行
了
“直通车”
制度。

49 名中原学者
7 人入选两院院士
2007 年，为加快实施“科教
兴豫”和“人才强省”战略，河南
省科技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启
动实施了“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工程”。而“中原学
者”计划是上述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通过对在豫工作的科
技人才的资助，培育我省的科技
领军人才品牌，造就一批我省的
院士后备人才。
比 如 ，2009 年 12 月 ，张 改
平、申 长 雨 先 后 当 选 中 国 工 程
院、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都是
2007 年我省选拔的首批“中原学
者”。2011 年 11 月 10 日，中国
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2009 年我省选拔的“中原学者”
喻树迅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另外，还有谢剑平、樊会涛两位
“中原学者”
也当选为院士。
截至目前，我省共评选出中
原学者 49 名，其中已有 7 人入选
两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