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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 2021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一、审计项目安排的总体思路 

2021 年审计项目安排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审计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县

委县政府“领跑六安、链上合肥、融入长三角，进入全省第一方

阵”的发展思路，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审计全覆盖

的要求，以促进改革、保障发展、维护安全、提升绩效为目标，

坚持创新审计方式方法，严格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

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全县社会

经济健康发展。 

二、审计项目安排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

上级党委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工作中心，科学安排年度审计项目，

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审计作用，努力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围绕“六稳”“六保”工作部署，持续做好重大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促进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促进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攻坚、稳增长，促进激发市场活力，保

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突出审计重点。认真贯彻落实审计全覆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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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本级预算执行和一级预算单位的审计力度，实现审计全覆

盖。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维护经济

安全。认真组织做好经济责任审计，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加强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深化资源环境审计，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 

（三）坚持“两统筹”和“一盘棋”。深入推进审计项目审计组

织方式“两统筹”，充分发挥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财政审计、经济

责任审计等平台作用，统筹安排实施审计项目，优化审计资源配

置，严格现场实施时间，加强审计成果和信息共享，发挥监督合

力。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坚持科技强审，积极开展大数据审计，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审计发现的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强化审计成果运用，推动完善预警预防制度，充分发挥审计“治

已病、防未病”的重要作用。 

三、具体审计项目 

2021 年计划安排 6 大类 114 个审计项目，具体如下： 

（一）政策落实审计 

安排政策落实审计项目 3 个。 

1.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署定） 

审计目标和重点: 根据审计署和省审计厅统一部署，围绕贯

彻“六稳”“六保”要求，重点关注“放管服”改革推进、减税降费等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促进政令畅通，推动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发挥实效。本项目为全年全过程跟踪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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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保险基金专项审计（署定） 

审计目标和重点: 按照“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

精准高效”的总体思路，全面摸清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结

余规模，揭示基金筹集使用管理和相关政策制度执行中的突出问

题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保险基金高效运行。 

3. 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省定）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

全，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重点关注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布局及

统筹整合、建设质量、建后管护利用等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资金

管理使用和绩效情况等，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 

（二）财政审计 

安排财政财务审计项目 8 个。 

4. 2020 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 以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规范财政收支

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为目标，重点关注财政财务收支的

真实合法效益，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务，减税降费，财政存量

资金，重点财政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和绩效，财政预算分配管

理，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情况。 

5. 县直部门（单位）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 以推动提高部门预算管理水平和资金使

用绩效为目标，重点关注贯彻落实上级重大政策措施、部门预算

管理和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重点项目支出和预算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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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上级相关规定的贯彻

落实情况、“三公”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等。 

审计项目单位：县司法局、县水利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

究室、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6. 乡镇人民政府 2020 年度财政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

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促进乡镇政府进一步增强依法理财理

念、规范财政收支行为、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重

点检查财政收入的真实性、合法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情况，政

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情况，涉农资金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

使用情况，申报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真实、合法情况，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和上级相关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等，揭示财政资

金运行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管理中的漏洞，关注体制性障

碍、机制性缺陷，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乡镇人民政

府依法理财。结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项目单位：棠树乡、百神庙镇。 

7. 国家税务总局舒城县税务局 2019-2020 年度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省定）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规范单位财务收支行为，强化财务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水平为目标。重点检查事业单位财

经法规执行情况，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资产管理情

况，财政资金绩效情况，预算管理、执行和决算草案情况，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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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控制度建设、财务收支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 经济责任审计 

安排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20 个。 

8. 5 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舒茶镇 1 个村书记、

主任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促

进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反腐倡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为目标，重点关注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

策、决策部署情况，本镇（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

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况，

财政财务管理和经济风险防范情况，民生保障和改善情况，生态

文明建设项目、资金等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在预算管理中执行

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情况，以及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等。 

审计对象单位：棠树乡、百神庙镇、晓天镇、南港镇、舒茶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舒茶镇 1 个村书记、主任。 

9. 县直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促进领导干部推动本部门科学发展和履

职尽责、担当作为为目标，重点关注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

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本部门、本单位重要发展规划和

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效果，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

况，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和生态文明建设项目、资金等管理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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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情况，在预算管理中执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情况，以及在经

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

等。 

审计对象单位：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司法局、

县扶贫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县融媒体中心、县重点工

程处、县一中、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县中医院、县水库移民管

理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 

10. 县直部门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事项交接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明确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增强领导干

部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为目标，重点对领导干部离任时单位基

本财务状况、未完成的经济事项、未了结的工程建设项目、未处

理完毕的经济纠纷及诉讼事项、未入账经济事项和其他需要说明

的经济责任等事项进行交接，并对交接有异议的事项进行审核。 

审计对象单位：县人社局、县信访局。 

（四）资源环境审计 

安排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 1 个。 

11. 晓天镇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推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进领导

干部认真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目标，重

点关注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开发利用责任，贯彻执

行中央及省重大决策部署、遵守法律法规、目标任务完成等情况。 

（五）国有企业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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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国有企业审计项目 1 个。 

12. 春秋塘自来水公司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通过审计，核实企业盈亏情况，查找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环节内部管理控制缺陷，揭露经营管理中的

违法违规和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企业规范经管行为，堵塞漏洞，

防范风险，维护财经纪律，确保国家和企业的财产安全、效益。 

（六）政府投资审计 

暂安排政府投资审计项目 81 个。 

13. 政府重点工程项目预算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促进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合法合

规，提高政府性投资绩效为目标，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前期招标等

工程管理资料的规范、完整，以及工程预算造价控制等情况。 

审计项目：暂定 35 个，根据实际情况再作调整。 

14. 政府投资项目价款结算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促进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合法合

规，提高政府性投资绩效为目标，重点关注建设程序履行情况，

招标投标情况，设备材料采购情况，工程造价控制情况，以及建

设资金筹集、管理、使用与投资效益情况等，揭示建设过程中的

漏洞和违法违规、损失浪费等问题。 

审计项目：暂定 40 个，根据实际情况再作调整。 

15. 政府重点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审计目标和重点：以规范重大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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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重点关注我县重点工程、重大民生项目的前期准备、施工

建设和工程验收，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

建议，有效控制建设成本，提高建设资金使用效益。 

审计项目：杭埠镇防洪工程、县脱贫攻坚“双基”达标工程一

期建设项目、城东三条路（周瑜路、公麟路、陈三堰路）工程、

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及其支线道路沿线景观工程（一期）、二

中东校区新建工程、县智慧电子小镇项目。根据需要适当增加。 

 

附件：舒城县审计机关 2021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表 

 

 

 

 

 

 

 

 

 

 

 

 

 



 - 10 - 

 

2021
 

序号 审计（调查）项目名称 
计划 

来源 
备注 

 一、政策落实审计 3   

1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署定   

2 社会保险基金专项审计 署定   

3 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省定   

        

 二、财政审计 8   

4 2020 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5 县司法局 2020 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6 县水利局 2020 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7 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2020 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8 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2020 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9 棠树乡政府 2020 年财政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10 百神庙镇政府 2020 年财政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县定   

11 国家税务总局舒城县税务局 2019-2020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省定   

       

 三、经济责任审计  20   

12 棠树乡原党委书记胡俊、原乡长赵旭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13 百神庙镇原党委书记王申勇、原镇长李云飞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14 晓天镇原党委书记陈兴安、原镇长徐德宏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15 南港镇原党委书记鲍世群、原镇长储柱勇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16 舒茶镇党委书记褚进宏、镇长高瑞稳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17 县公安局局长江涛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市定   

18 县交通局原局长许教育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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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计（调查）项目名称 
计划 

来源 
备注 

19 县水利局局长董士勇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0 县司法局局长王涛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1 县扶贫局局长张永宏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2 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谢正勇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3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潘孟应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4 县重点工程处主任曹前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5 县第一中学校长杜显忠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6 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主任徐正平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7 县中医院院长朱晓稳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8 县水库移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束舒涛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29 县人社局原局长王成斌离任经济事项交接 县定   

30 县信访局原局长包训祥离任经济事项交接 县定   

31 舒茶镇＊＊村书记、主任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县定   

        

 四、资源环境审计 1   

32 晓天镇原党委书记陈兴安、原镇长徐德宏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县定   

        

 五、国有企业审计 1   

33 春秋塘自来水厂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县定   

        

 六、政府投资审计 81   

 （一）预算审计 35   

34 县年产 300 万吨河卵石破碎制砂项目 县定   

35 周瑜公园（人防疏散基地）项目 县定   

36 县人民医院新东区扩建项目 县定   

37 春秋路（梅河路—三里河路）道路升级改造 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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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计（调查）项目名称 
计划 

来源 
备注 

38 千人桥高铁安置小区一期工程 县定   

39-68        ……     

 （二）价款结算审计 40   

69 永安安置小区一期工程 县定   

70 经济开发区生产废水集中处理（提标升级）工程 县定   

71 杭埠镇老集镇道路改造工程 县定   

72 龙潭北路（东段）道排工程 县定   

73 城关镇 G206 城南段非机动车道、排水管道工程 县定   

74 杭埠镇唐王支渠环境治理工程 县定   

75 杭埠镇朱流圩支渠、汪六路支渠景观工程 县定   

76 舒城县 2016 年朝阳河、古墩堰小流域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县定   

77 县实验小学（舒城二中东校区）项目-中学部教学楼工程 县定   

78-108        ……     

 （三）跟踪审计 6   

109 杭埠镇防洪工程跟踪审计 县定   

110 县脱贫攻坚“双基”达标工程一期建设项目跟踪审计 县定   

111 周瑜路、公麟路、陈三堰路工程跟踪审计 县定   

112 舒城中学扩建改造升级工程跟踪审计 县定   

113 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及其支线道路沿线景观工程（一期）跟踪审计 县定   

114 舒城县智慧电子小镇项目跟踪审计 县定   

  总 计 114   

 

 

 

抄送：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舒城县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