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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公告稿）

2022年7月2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自治区审计厅厅长 薛江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报告 2021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安排部署，在自治区人大监督支

持下，自治区审计厅（以下简称审计厅）依法审计了 2021年度自

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等情况。审计结果

表明，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严格执行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全区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218.1亿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72.7亿元，进一步增强预算资金统筹力度，

保障财政平稳运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466.4亿元，重点支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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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源、农林水利等 2755个项目建设，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取消和免征 6项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区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205.3亿元，落实个体工商户小额信贷贴息政策，为全区 14.9万

户 79.9亿元贷款提供贴息补助 7565万元，促进助企纾困，减轻

市场主体负担。

——财政资金质效逐步提升。2021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1618.6亿元，增长 9.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93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67.5%，比上年提高 5.9个百分点，收

入质量进一步提高；建立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下达直

达资金 1067.2亿元，惠企利民更加高效；坚持量入为出、从严从

紧，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支持的领

域。

——民生领域投入持续加大。全区民生支出完成3982.3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 73.7%，教育、社会保障及就业、住房保障、农林

水等支出达 2601.3亿元，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筹措安排资金 26.4

亿元全力支持全民免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提供有力保障；安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资金 388.2亿元，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发展更可持续；

安排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基础养老金 283.5亿元，进一步提高退休

人员待遇；统筹安排资金 310.9亿元用于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成效显著。对《2020年度自治区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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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报告》中指出的 7个方面 606

个具体事项，各地各部门采取上缴国库、统筹使用结转结余资金、

调整计划和账目等方式积极整改。截至目前，587个事项已完成

整改，整改率 96.86%，推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93项，追责问责

297人次；19个事项涉及 38.81亿元的问题正在积极整改中，主

要是部分项目资金筹措不到位或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等。针对整改

难度大的问题，各地各部门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制定了近期和中

长期整改计划，明确整改目标，实行挂账督办，促进全面整改。

一、自治区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对自治区财政厅（以下简称财政厅）2021年度具体组织自治

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

2021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004亿元（其中：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0.2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3553.1亿元）；

支出总计 4919.4亿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97.9亿元，

补助下级支出 2712.9亿元）；年终结余 84.6亿元。政府性基金收

入总计 1126.9亿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4.1亿元，上级

补助收入 35亿元）；支出总计 1118.7亿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64.7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26.6亿元）；年终结余 8.2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5.5亿元，支出总计 3.9 亿元，年终结余

1.6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2006.5 亿元，支出总计 615.1

亿元，年终累计结余 1391.4亿元。自治区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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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情况良好，决算草案编报总

体规范。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部门预算编制不完整。29个部门

及 545个单位未按规定将可预计的其他收入、经营收入 7.66亿元

编入年初预算。二是国库集中支付预警规则不完善。20个部门单

位为规避 50 万元的政府采购动态监控预警规则，拆分支付资金

3.48亿元。三是未按规定清理财政专户结余资金。财政厅非税和

教育专户沉淀历年结余资金 703万元，未安排使用。四是绩效评

价和成果运用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部分部门单位 14个项目绩效指

标设置不可量化、不具体；16个项目连续两年绩效评价结果为差，

绩效纠偏作用发挥不够；未结合项目特征设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绩效评价指标。五是未及时清理非税收入项目。8项自治区非税

收入制度已废止、项目的收费主体不存在或发生变化，未及时清

理或取消。

截至 2022年 6月，财政厅已清理核实自治区本级部门单位近

三年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全额收回专户结余资金并缴入国库；

研究制定资金管理办法 1项。

（二）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对113个自治区本级一级预算单位202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

行了审计，重点选取了 5个部门单位实施现场审计，对其他部门

单位进行了数据核查。审计结果表明，本级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

况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部门预决算编制不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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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准确。4个部门单位预算编制不完整、不细化；3个部门单位决

算报表账表不符。二是部分部门单位贯彻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5

个部门单位违规垫支应由干部职工个人承担的集资建房款、物业

费等费用 1665万元；8个部门单位违规发放各类津贴补贴奖励资

金 1650万元；7个部门单位违规给单位干部职工和退休人员缴纳

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210万元；26个部门单位未按规定清理结转结

余资金 4.33亿元。三是预算管理存在薄弱环节。9个部门单位未

经财政部门批准，改变预算资金用途 4474万元；8个部门单位未

及时足额上缴非税收入 1492万元；11个部门单位未及时清理往

来款项 9.44亿元；3个部门单位未按项目进度或合同约定付款 545

万元。

截至 2022年 6月，要求各部门单位限期收回个人应退资金，

审计期间已收回应由干部职工个人承担的费用 999万元，收回违

规发放的各类津贴补贴奖励资金 1348万元，收回违规缴纳的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资金 49万元；清理结余资金 162万，上缴非税收入

142万元，清理往来款项 1.85亿元。

（三）地县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对地（州、市）财政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财政管理方

面的主要问题：一是预算管理不够到位。8个地（州、市）本级

和 3个地（州、市）的 13个县（市、区）未按规定细化年初预算，

涉及金额 346.19亿元。二是财政收入管理不够严格。9个地（州）

本级和 9个地（州）的 29个县（市）土地出让金、罚没等非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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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46.27亿元滞留专户未及时上缴国库。三是财政支出管理存在

薄弱环节。1个州本级和 3个地（州、市）的 4个县（市）通过

“以拨代支”的方式将国库资金拨入财政专户或预算单位账户虚

列支出 5.38亿元。四是财政资金绩效有待提高。7个地（州、市）

本级和 7个地（州、市）的 22个县（市、区）部分重点项目推进

缓慢或资金支付率低，涉及金额 44.22 亿元；1 个地区本级和 1

个州的 3个县（市）部分资产闲置，涉及资金 3.49亿元；4个地

（州、市）本级和 2个地（州）的 9个县（市）未按规定清理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 17.02亿元。五是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

3个地（州、市）本级和 5个地（州、市）的 20个县（市、区）

超编制配置、使用公务用车辆 218台，超标准租赁、使用车辆 79

台，未经审批购置车辆 19台，借用企业车辆 5台；9个地州 1733

名在职及退休公职人员违规在企业兼职、出资办企业，取酬 1748

万元。

截至 2022年 6月，相关地州、部门单位审计期间已缴入国库

资金 4.3亿元，清理盘活存量资金 2.5亿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

度，促进拨付资金 11.16亿元，收回违规兼职取酬 257万元。

二、重点民生项目和资金审计情况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跟踪审计

情况

对 32个脱贫县和 43个完成脱贫任务的县（不含审计署审计

的 3个脱贫县、1个完成脱贫任务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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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地持

续加大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保障帮扶力度，脱贫群众家庭年人均

收入超过当地扶贫标准 1.5倍。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帮扶

政策落实不到位。18个县（市）就业底数不清、虚报就业培训人

数 3718人；26个县（市）64个产业项目未及时向脱贫群众兑现

分红 1522万元；11个县（市）54个经营类项目未严格落实与脱

贫群众利益联结机制，未及时惠及脱贫群众。二是部分资金管理

使用不规范。16个县（市）77个项目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

程款 1.23亿元；5个县（市）2021年县级乡村振兴配套资金未到

位 3038万元；3个县（市）10个项目安排不及时、不精准、未按

项目批复内容实施，造成 1393万元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三是部

分项目建设管理推动不力。29个县（市）241个项目前期准备不

充分、安排不精准，实施进度缓慢；38个县（市）87个扶贫项目

建成后闲置，涉及财政资金 1.83亿元。四是扶贫资产项目监管存

在薄弱环节。49个县（市）906个扶贫资产存在登记确权不及时、

资产类型划分不精准、未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等问题；19个县

（市）274个经营类项目未建立资产经营风险防控机制，防风险

措施不健全。

截至 2022年 6月，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整改。追回或盘活

资金 1.05亿元，促进资金拨付 1.73亿元，促进补贴（分红）资金

到户到人 2628万元，906个扶贫资产完成确权登记，建立完善规

章制度 41项。今年 6月起审计厅继续开展了新一轮 35个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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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工作。

（二）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情况

对 2个地区及所属 21个县市 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地能够按照要求，较为全面地落

实了低保和相关补助提标及救助工作。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

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1 个县未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3068万元；2个地区本级和 3个县（市）扩大范围支出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 966万元；12个县（市）未及时发放救助资金 198

万元；1个县的 2个救助机构虚报冒领困难救助补助资金 9万元。

二是部分集中供养救助机构履责不到位。2个县（市）的 2个救

助机构未落实消防、住房安全等要求；1个县的 23名居家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 2020年未获照料看护。三是部分救助政策落实不精准。

17个县（市）仍在向 4993名死亡人员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 229万元；1个地区本级、18个县（市）向 134名不符合条件

人员发放城乡低保、城乡特困补助资金 55万元；10个县（市）

未向 1655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发放救助补助资金 528万元。

截至 2022年 6月，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整改。追回和盘活

资金 1540 万元，列入 2022 年预算 3068 万元，补发资金 726 万

元，给予党纪处分 3人，制定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15项。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相关情况

（一）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情况

对地（州）、县 11名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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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相关地州开展了

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力度进

一步加大。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生态环境质量部分约束性指标

和任务未完成。1个地（州）、1个县未完成农田废旧地膜回收率

达到 80%以上的目标任务；3个地（州）、2个县 1.5万亩矿山生

态环境治理恢复工作未全面完成或推进缓慢。二是水污染防治部

分工作推进不力。1个地（州）4项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建设任务未

完成，687家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未按规定处置；1个地（州）城市

排水及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缓慢，农村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内存在 7处生活、农业污染源；1个地（州）排水许可

证发放工作进展缓慢，平均发证率 6.8%，3家企业未按规定开展

疑似污染地块初步调查工作。

截至 2022年 6月，1个县全面推广使用标准地膜，加快残膜

回收机具更新换代，提高地膜回收率；1个排水管网已与污水处

理厂联通，3个污水处理厂已投入运行；1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已投入使用，2个县已与企业签订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协议。

（二）财政直达资金审计情况

对全区 2021年中央及自治区直达资金开展了专项审计。审计

结果表明，直达资金范围逐步扩大，促进了资金更加快速直达基

层，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直达资金

分配下达不精准。4个县（市）未及时分配下达困难群众救助、

残疾人事业发展等直达资金 1.3 亿元；1 个州本级直达资金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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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配不精准，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二是部分直达资金拨付不

规范。6个县（市）直达资金库款调拨不及时，涉及资金 6122万

元；1个部门单位、2个地（州）、1个县违规将就业补助项目资

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等直达资金转入财政代管账户或预算

单位实有资金账户 3993万元。三是部分直达资金使用不规范。5

个县未按合同约定超进度支付资金 651万元；2个地（州、市）

本级、15个县（市、区）农田建设补助、城乡义务教育等项目未

实施或进度缓慢，未及时形成支出 2.23亿元。

截至 2022年 6月，各地、各部门重新调整分配下达资金 1.41

亿元、促进资金拨付 4.48亿元、收回资金 589万元、规范直达资

金管理 8701万元。

四、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一）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及投资领域重大政策落实情况

对自治区 2021年度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及投资领域重大政策

落实情况进行审计，重点审计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

简称发展改革委）。审计结果表明，2021年，自治区下达预算内

投资项目 1928个，项目总投资 316.68亿元。积极争取国家对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支持，推动水利、交通、能源等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全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436亿元。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落实政府投资监管还有差距。2020年以来，

发展改革委未选取已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后评价工作；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信息管理不完善、对投资项目未实现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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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管。二是部分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不到位。6个政府投资

项目资金 7709万元被属地财政部门、项目单位挤占挪用；7个项

目超概（估）算 5729万元未履行报批程序；3个项目配套资金 3901

万元未及时足额到位。

截至 2022年 6月，发展改革委已启动项目后评价工作，已在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项目监管功能，被挪用资金已重

新安排至项目单位 3339万元。

（二）自治区本级部分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公路“十三五”规划编制执行、资

金筹集管理使用及项目建设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对连霍高速

（G30）乌鲁木齐至奎屯段、G314线布伦口至红其拉甫口岸二级

公路、新疆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等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执行

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以上项目质量、工期和投资控

制总体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项目投资未达预期效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公路规划中 6个项目未按规划的时点完工；

3个项目建设进度滞后，未及时发挥效益。二是部分工程建设管

理不规范。4个单位的 12个项目未履行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施工

许可证等基本建设程序。

截至 2022年 6月，相关单位通过积极争取资金、优化设计方

案等措施，积极推进建设进度，4个公路项目已完工通车；相关

单位完善了基本建设程序资料，已提交审批。

五、国有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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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算执行、经济责任、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企业资

产负债损益等各类审计中，重点关注了国有资源资产管理使用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审计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单位逐步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保障行政事业单位职能的履

行。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部分部门单位

超数量限额规定购置电子办公设备 1244台 725万元；超单价限额

配置电子办公设备 2248台，超标准金额 519万元。二是资产管理

不规范。30个部门单位未经审批出租房产；4个部门单位 7处房

产闲置 2至 3年，涉及面积 2455平方米；4个部门单位未及时收

缴房租 2871万元。4个部门单位超越权限处置资产，涉及资产原

值 1.3亿元；9个部门单位为规避处置资产账面原值 200万元以上

需由主管部门审核的规定，违规拆分处置资产，涉及资产原值

5419万元。

（二）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情况

对自治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

要问题：一是企业会计信息真实性有待提高。自治区所属 18户子

企业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自治区所属 2户子企业未按规定

对部分资产、费用进行财务处理，少计当期费用 4.03亿元。二是

国有资产质量有待提升。自治区 1户企业和所属 93户子企业、3

个地（州）的 36户企业，超过自治区确定的 70%资产负债率重

点监管线；自治区 2户企业所属的 23户子企业低效无效企业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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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处置或重组。三是部分企业违规提供贷款担保。2个地（州）

的 3户企业违规为无关联企业或民营企业等提供贷款担保 8.94亿

元。四是部分企业股权投资风控不到位。2个地（州）2户企业对

外投资未履行资产评估程序或未按协议约定取得分红，涉及投资

金额 11.12亿元。

截至 2022年 6月，1户企业及所属 87户企业资产负债率已

降至自治区重点监管线以下；已处置 5户低效无效所属企业；2

户企业已按规定对少计费用 4.03亿元进行账务调整。

（三）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损益审计情况

对自治区 1家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发现的

主要问题：一是落实风险防控制度不到位。超过 10 年期限的 3

亿元固定资产贷款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二是内控管理存在不足。

三项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不达标、票据承兑业务风险管控不到位、

未按规定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直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三是

资产管理不到位。1个项目建设缓慢，涉及金额 8786万元。

截至 2022年 6月，已完成了相关固定资产贷款备案工作，优

化了相关风险监管指标，压降了承兑业务额度，提高了风险管控

能力，上线了资产减值测试系统，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对地（州）、县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及自治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要求，加大资源节约集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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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监管方面。3

个地（州）、2个县 55.4万亩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地类划

定重叠或矿业权与生态红线、耕地、公益林范围相互重叠；1个

州 1.1万亩耕地复耕复垦或退耕还林任务未完成；1个地（州）、2

个县存在未批先建占用土地 4030亩。5个地（州）、2个县已供建

设用地闲置 1.1万亩未及时处置。二是森林草原及水资源管理方

面。2个地（州）、1个县基准地价制定和草原定等评级工作滞后。

1个县 5个建设项目应编未编水资源论证报告。三是自然资源资

金收缴管理方面。2个地（州）应征未征水资源费 1647万元；2

个地（州）应征未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1212万元；2个县未及时征

缴土地出让金 4.82 亿元，且变相返还土地出让金 3703 万元；1

个县应征未征草原补偿费等 396万元。

截至 2022年 6月，已收缴各类自然资源资金 3.09亿元，完

善用地手续 3016亩；推动建立完善制度 16项。

六、审计移送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2021年 6月以来，审计厅共移送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7件，

涉及金额 13.42亿元。主要涉及违规以集体决策代替法定招标程

序确定中标人，违规决策以协议方式供地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

未经审批对外投资等违反国家政策行为；招标文件收费定价过高、

采购单价明显高于同期市场价格等侵害群众利益和增加企业负担

行为；超标准配备使用公务车辆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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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计建议

（一）坚持依法理财管财，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一是各地各

部门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依法理财意识，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

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格执行“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增强预算

执行的时效性和规范性。二是各地各部门预算安排要突出重点，

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将节约的资金重点统筹用于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支持领域和保障基本民生支出。三是积极推进全

区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全面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健全完善全覆盖、全链条的转移支付资金监控机制，实现资金从

预算安排源头到使用末端全过程来源清晰、流向明确。

（二）强化重点领域监管，保障重大政策落地。一是坚持把

惠民利民为民政策落实摆在突出位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

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民生兜底、就业、教育等民生保障机制不断

完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压紧压实重点民生项目和资金管

理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对资金分配、资产管理、民生保障

和资源环保等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大对教育、就业

等重点民生项目和投资的专项审计力度，及时堵塞漏洞、规范管

理。三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

机制，进一步打通政策落实堵点，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助企纾困

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四是实施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实行项目标准化分类，规范立项依据、实施期限、支出标准、



— 16 —

预算需求等要素，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十大机制”和“六重清单”，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源质效。一是将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部署要求

作为预算绩效管理重点，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绩效管理

水平和监控能力，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二是强化

财政资源统筹，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加大结余资金收回和结转

资金消化力度，盘活存量的同时用好增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三是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

度，加快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提升国有资产管理

质量和保值增值水平。

（四）加大审计整改力度，落实整改主体责任。一是各地各

部门要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严格落

实审计整改要求，对照审计查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逐项分解任

务、分类施策，确保应改尽改。二是相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

督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深

入研究解决审计发现问题背后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制度

性漏洞。三是贯通审计监督与人大、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执法

行政监督的协作机制，对典型问题开展专项督查，加大对虚假整

改、推诿整改、屡查屡犯的追责问责力度，共同推动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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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在自治区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自治区人大的指导和监督，依法全面履

行审计监督职责，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