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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市人民政府文件
虎政呈〔2018〕96 号 签发人：殷洪亮

虎林市人民政府关于

虎林市扶贫项目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鸡西市审计局：

收到《虎林市 2016 年度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

报告》（审财报〔2018〕10 号）文件后，虎林市高度重视，立即责

成民宗办、伟光乡等部门针对审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条研究落

实审计意见，制定相应整改措施，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报告涉及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的问题

问题：扶贫项目资金未单独核算。

项目资金未单独核算。虎林市政府办民宗局（民宗局为政府办

下设单位）建设的烘干塔及储粮罩棚建设项目，地点在杨岗镇合民

村，虎林市政府办未对项目资金分账核算，而是与政府办账混在一

起核算。违反《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1〕412

号）第二十一条“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的项目实行项目管理制

度，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的规定。

整改措施：目前民宗办针对扶贫资金已经单独核算。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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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 个项目固定资产未入账

①2016 年 9 月，虎林市农业局下拨给伟光乡吉庆村 120 万元专

项扶贫资金，用于伟光乡吉庆村购买农机具。由鸡西市农机总站统

一采购农机具共 14 台，价值 300 万元（省扶贫资金 120 万元+国家

配套 180 万元）。设备已到位并全部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但伟

光乡吉庆村未将 14台农机具纳入固定资产账。

②2016 年 10 月，虎林市农业局拨付阿北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

中心 175.86 万元，用于购建烘干塔设施，现已投入使用，但阿北

乡新富村未将其纳入固定资产账管理。

整改要求：将伟光乡吉庆村 14 台农机具和阿北乡烘干塔及设

施纳入固定资产账管理。

整改措施：一是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二是及时补办发票；三

是伟光乡吉庆村 14 台农机具和阿北乡新富村烘干塔马上计入固定

资产账。

整改成效：一是伟光乡吉庆村已将 14 台各类农机具全部入吉

庆村固定资产帐并补办了发票。二是阿北乡已将烘干塔设施入新富

村固定资产帐。

问题 2：多计工程价款 7.78 万元

2016 年“两大平原”涉农整合资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四标

段伟光乡吉庆村工程，建设单位为虎林市农业局，监理单位为虎林

市建晟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牡丹江农垦兴诚工

程有限公司，结算签证土方回填厚度 62 厘米，经实测厚度符合签

证。但回填材料与结算材料有偏差，结算为毛片石，实际为 200 厘

米以下黑土中参加片石。结算高套定额，原为毛片石，套用搅拌碎

石土，经核定将原结算额 15.57 万元，审定结算额为 7.79 万元。

整改要求：责成虎林市按照审计结果进行结算。

整改措施：已向施工方追要多付工程款 9190.34 元。

整改落实情况：虎林市已责成农业局要求施工单位退回多计工

程款部分，该工程决算评审价为 822，609.66 元，但目前实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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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为 754000.00 元；按此次审计报告要求施工单位还需退还工

程款 9190.34 元，此款已要求施工单位于 8 月底前退回。

(三)项目实施效益方面的问题

2 个项目未建立直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利益联结机制，未让

贫困户受益。

问题 1：2016 年虎林市扶贫产业项目，伟光乡吉庆村农机具停

放场及农机具采购项目，总投资 375.4 万元，其中使用扶贫资金

195.4 万元。未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未明确贫困户收益分配形式、

比例及年限。2017 年 3 月，伟光乡吉庆村将 14 台农机具及农机停

放场一起出租给本村村民与陈伟等 5 人，签订租赁协议，租期 2

年，租金每年 15 万元，该项目 2016、2017 年收益资金 16.62 万

元，已记入吉庆村村集体账户，截止审计时，贫困户未得到收益。

整改要求：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明确贫困户收益分配形式、

比例及年限，带动贫困户受益。

整改落实情况：伟光乡吉庆村已于 2017 年 11 月 5 日制定了

《伟光乡吉庆村扶贫产业项目收益分配方案》和《吉庆村扶贫资金

使用方案》，明确了分配形式、比例及年限。

收益分配使用情况：2016 年农机合作社常发 808 收割机收割玉

米纯收入 15000 元，2017 年农机具对外发包 150000 元。考虑到该

项目是合作社与扶贫合并项目，为此，在使用上范围较广。其中，

35000 元用于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维修；20000 元用于合作

社农机具大修基金；11500 元用于贫困户养殖补贴；4500 元用于农

机具配套改造积金；30000 元用于吉庆村村民种植中药材补贴资

金；41500 元用于吉庆村木耳大棚建设和发展黑木耳种植产业；

22500 元用于吉庆村全体村民和贫困户突遇自然灾害救助补贴。

资金发放情况：伟光乡吉庆村已于 2017 年 12 月为 15 户贫困

户发放了畜牧养殖补贴资金 11500 元。其中，国标未脱贫困户 2

户，脱贫巩固户 5 户，每户 500 元（包扶单位每户再补贴 500

元）；省标脱贫巩固户 8 户，每户 1000 元。收益的 7%用于给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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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养殖补贴。

问题 2：虎林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杨岗镇合民村烘干塔

和储粮罩棚项目，总投资 449 万元，未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未明确

贫困户收益分配形式、比例及年限。2016 年、2017 年项目承包共

形成 38 万元扶贫资金收益，其中：用于支付该项目各项前期费用

12.07 万元，在该村村集体账专项应付款中挂账 25.93 万元，截止

审计时，该村贫困户未从该扶贫项目中受益。

整改要求：制定收益分配方案，明确贫困户收益分配形式、比

例及年限，带动贫困户受益。

整改落实情况：杨岗镇合民村委会已经按照《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发展资金产业项目管理办法》产业项目收益分配原则，制定了

《杨岗镇合民村产业项目资金使用方案》和《杨岗镇合民村产业项

目分配方案》，明确了分配形式、比例及年限。

收益分配使用情况：杨岗镇合民村 2016 年、2017 年产业项目

烘干塔发包收益共计 38 万元。其中 2016 年发包收益 20 万元，用

于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等费用 12.1 万元，2016 年项目资金结

余 7.9 万元；2017 年烘干塔发包收益 18 万元。其中 7.6 万元用于

产业项目的设备维护和再生产发展；3.8 万元用于合民村贫困户补

助；7.6 万元用于合民村绿化美化、美丽乡村建设等公益事业；6.9

万元用于股金分红及其他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有益于合民村发展的

重要事项。

资金发放情况：原计划 3.8 万元用于合民村贫困户补助 ，截

止目前已为合民村贫困户发放了 2017 年贫困户补助及贫困户建房

补贴，共计 23，238 元。分别是：蔡贤锡贫困户建房补贴 13238

元、贫困户补助 3000 元；张英春贫困户补助 2000；全吉哲贫困户

补助 3000 元；黄相范贫困户补助 2000 元。目前结余 14，762 元，

计划用于合民村贫困户补助。收益的 10%用于合民村贫困户建房补

贴及补助。

二、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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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步，我市将按照中央和我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严格执行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日常监管、跟踪督查

及问责等相关制度。

一是强化公示制度。利用虎林市政府网、政务公开网等平台，

进一步公告公示扶贫项目建设内容和扶持贫困户以及资金安排等情

况。加大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政策的公开力度，让政策、资金进村

入户，让群众做政策和资金的监督员，以社会监督、公众参与，专

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环节的规范，增强扶贫项目建设及资金分

配使用透明度。

二是加强日常监管及跟踪督查制度。为进一步优化扶贫专项资

金分配、拨付、使用各环节的监管流程，实现资金运行全过程监

管，建立日常监管工作台账,对每个扶贫项目的实施环节进行全程

督查。

三是严格执纪问责。按照权责对等原则，落实扶贫专项资金

监管责任。坚持“谁申报项目、谁确定项目、谁核实数据、谁使用

资金，谁负资金监管”的主体责任，对项目和数据的真实性、资金

使用的合规性和最终结果负责。对查出问题的责令整改，对不整改

的单位由市纪委监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特此报告。

虎林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8 月 1 日

虎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1 日印发

共印 6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