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南市审计局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主管全市审计工作。

负责对市级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

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核查社会审计

机构相关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责任，并负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的责任。

（二）起草有关审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制定并组织实施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

年度审计计划；参与起草地方财政经济及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对直接审计、调查

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三）向市长提交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

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

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的报告；向市政府报告对其他事项的审计

和专项审计调查情况及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向市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

计情况和审计结果。

（四）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审计决定或

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建议：

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市级各部门（含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预

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2.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3.使用市级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

4.市政府投资和以市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5.市属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市政府规定的市属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

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



6.市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构、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理和其他单位受市

政府及其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

财务收支。

7.省审计厅授权审计的中省驻渭企事业单位财务收支。

8.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市级审计机关审计的其他事项。

（五）按规定对市管领导干部及依法属于市审计局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

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六）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

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调查。

（七）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依法办

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市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

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八）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

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九）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共同领导县（市、区）审计机关。依法领导

和监督各县（市、区）审计机关的业务，组织县（市、区）审计机关实施特定项目

的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纠正或责成纠正各县（市、区）审计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做

出的审计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协管各县（市、区）审计机关负责人。

（十）组织审计市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

（十一）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在审计领域的应用，组织建设全市审计信息系统，

组织计算机审计和审计管理专业培训。

（十二）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9 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暨“追赶超越”目标完成情况审计



（二）政府财政预算执行及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三）财政决算审计

（四）精准扶贫审计

（五）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六）民生社保审计

（七）重点投资项目审计

（八）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九）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审计

（十）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

（十一）信息系统审计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渭南市审计局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

序号 单位名称

1 渭南市审计局（机关）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总编制数 67 名，其中：行政编制 56 名，事业编制 11

名；目前实有人员 109 人，其中：行政人员 57 人，事业人员 14 人。离退休人员 40

人。

五、部门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单价 20 万元

以上的设备 0台（套）。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价值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预算中未编制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已公开空表；试编了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95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万元。

七、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170.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70.28

万元；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1.9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人员退休等原因。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1170.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56.35

万元；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113.93 万元，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1.92 万元，主

要原因是有人员退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170.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70.2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9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人员退休等原因；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1170.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56.35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5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退休人员；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113.93 万元，增加 1.77 万元，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56.35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5 万元，

主要原因是有退休人员，预算支出减少。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70.28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 761.35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5 万元，原因是有在职转退休的人

员变动;其中人员经费支出 660.68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100.67 万元；



（2）其他审计事务 295 万元，全部为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较上年增长 0万元;

（3）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82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较上年减

少 1.32 万元，原因人员减少；

（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3.11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

较上年减少 3.09 万元，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3.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70.28万元，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说明，

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763.79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较上年减少 1.19 万

元，原因是有在职人员转退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95.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4.43 万元，原因是厉行勤俭

节约;其中公用经费支出 100.57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295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0.82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较上年增

加 1.32 万元，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本部门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70.28万元，按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说明，

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763.79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较上年减少 1.19

万元，原因是有在职人员转退休;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395.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4.43 万元，原因是厉行

勤俭节约;其中公用经费支出 100.57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295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09）10.82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较上年增

加 1.32 万元，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预算收支情况。



（六）部门“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27.1 万元，同比上年减

少 0.3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 在工作任务不断增加的

同时， 厉行节约， 保证“三公”经费与去年相比不再增加。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 0万元，较上年增长 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较上年增长 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4 万元，同比上年减少 0.3 万元，主要原因厉行节约，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

公务接待费 3.1 万元，较上年增长 0万元；

2019 年，本部门会议费预算支出 8万元，同比上年增加 1.2 万元，主要原因是

项目的增多，需要部署安排的会议增加；

2019 年，本部门培训费预算 8万元，同比上年增加 3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的

增多和机构改革后新人增多，需要进行系统的业务知识培训和业务技能培训。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00.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4.43 万元，主

要原因是厉行勤俭节约，遵守八项规定要求，主要包括：差旅费 52.79 万元、其他

交通费 47.88 万元。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1.行政运行是反映行政单位（包括试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审计业务是反映各级审计机构的审计、专项审计调查、聘请社会审计组织人

员及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支出。

3.审计管理是反映审计部门法制建设、审计质量控制、审计结果公告、宣传、

教育、职称考试等方面的支出。

4.其他审计事务支出是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审计事务方面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