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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

法》 和 《浙江省审计条例》，按

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以及上级

审计机关的工作部署，区审计局

对 2017 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审计中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

重点关注区级财政管理、非税收

入管理、部门预算执行等方面，

及时揭示风险隐患，反映体制机

制问题，在维护财政经济秩序、

确保公共资金规范使用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审计结果表明，2017 年区级

各部门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确立

的发展战略和区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议决议，以融杭发展为契机，

坚持“循序融合、民生优先、一

体发展”的原则，积极应对，稳

中求进，较好地完成了区人大批

准的 2017 年度预算任务。

———收支管控，财政运行更

趋稳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细化收入征管，规范项目支

出，实现财政收支平稳，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为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提

供有力支持。全年财政总收入同

比增长 15.6%，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16.0%，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7.7%。

———突出重点，民生事业更

有作为。坚持民生优先导向，突

出城乡统筹，不断提升社会保障

水平。2017 年全区民生保障支出

51.77 亿元，同比增长 19.1%，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9%。其

中社保、就业、医疗卫生和计生

保障投入 13.07 亿元，比上一年

度增加 2.52 亿元；教育、科技、

文化、体育和传媒投入 19.08 亿

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1.87 亿元。

———服务发展，助推经济更

加有力。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和政

策扶持，多举措促进我区实体经

济健康持续发展。利用实体产业

基金对 12 个项目完成投资 2.57
亿元，全年共计减免地方税费

13.52 亿元，取消或停征行政事

业性收费 48 项，通过税易贷平

台为小微企业贷款 9.96 亿元，推

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村落景区

等项目建设，全年三农投入 6.65
亿元。

———破立并举，财政改革平

稳推进。以现代财税管理理念为

指导，主动作为，协同推进预

算、国资等领域改革。对接金融

机构，保障城中村改造、城际铁

路、青山湖综保等政府重点项目

建设，启动环湖绿道二期等 PPP
项目，组建助跑团，实现商事制

度 5 事项联办，14 个政府缴费项

目实现便捷化支付，“最多跑一

次”改革稳步推进。

一、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 四本预算执行审计情

况

区审计局对临安区四本预算

收入支出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表

明，2017 年度区财政局较好地完

成了四本预算的执行。

2017 年度全区地方公共财政

可用资金 68528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财政） 收入

43300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2%，同比增长 16.0%；税收

净返还 11249 万元，省市专项补

助及体制结算补助资金 231190
万元，上年结余 30435 万元，调

入资金 80054 万元，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829 万元，上解中央

省市支出 99826 万元。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647766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9.7%，同比增长

7.7%。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余

37516 万元。

2017 年度全区政府性基金可

用资金为 1212921 万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收入 1101284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26.9%，同比

增长 487.3%；省市补助 8391 万

元，上年结余 23947 万元，新增

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基金调

出 20647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54
万 元 。 全 区 政 府 性 基 金 支 出

109720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4%，同比增长 395.4%。政府

性基金收支结余 115719 万元。

2017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可用

资金 3168.7 万元，其中 :利润收

入 1265 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 1889 万元，上年累计结

余 14.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769 万元，完成预算的 92.6%。

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结余 1399.7 万

元。

2017 年 度 社 保 基 金 收 入

479068 万元 ,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106.5%，同比增长 63.2%；社保

基金支出 410121 万元，完成调

整 预 算 的 96.9% ， 同 比 增 长

47.2%。当年收支结余 68947 万

元，累计结余 433256 万元。

（二） 财政管理方面审计情

况

区审计局对财政专户管理、

国库集中支付管理以及公务卡管

理等方面的审计结果表明，区级

财政管理运行稳健，财政管理职

能得到有效发挥。审计发现的问

题主要有：

截至 2018 年 4 月，

区财政局从财政专户出借资金尚

有 20348.1 万元未收回，主要是

2010-2015 年拨付各国有融资平

台公司，用于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

根据国库集中支付要求，

上级专项补助资金下达后需通过

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拨付至项目单

位，但 2017 年区财政局有 3 笔

上级专项补助资金未按上述流程

操作，仍由主管单位自行支付，

涉及金额 265.2 万元。

根

据规定，财政专户资金支出应当

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入账，但

2017 年区财政局在国库资金划拨

至 2 个财政专户时就确认支出入

账，涉及金额 4410.2 万元。

为了减少现金支付结算，提高公

务支出透明度，我区自 2009 年

便出台了公务卡管理办法，要求

各单位在公务活动中能用尽用。

但区审计局通过比对分析 2017
年度各预算单位的核算数据，发

现现金报销差旅费的情况不同程

度地存在。其中：7 个一级预算

单位现金报销额从 1093.5 元至

40305 元不等，占比 （使用现金

列支占本单位差旅费总支出比

例） 从 1%至 13%不等；116 个

二级预算单位现金报销额从 300
元至 81219 元不等，占比从 1%
至 100%不等。

（三） 非税收入方面审计情

况

区审计局对非税收入管理制

度的健全情况、收入完整性、票

据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重点审

计，并延伸审计部分执收单位，

审计结果表明，非税收入目标执

行较好，对我区财政收入贡献较

大。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截至 2018 年 5 月底，区

财政局未建立全区非税收入管理

办法，对非税收入执收单位的督

查监管还不够到位，部分执收单

位存在不合规及管理脱节情况。

区财政局在 4 家银

行开设非税收入专户的结算账

户，截至 2017 年底，有 2 家银

行因清算不及时导致历史遗留未

达账项 （缴款单位已缴入非税执

收账户但银行仍未确认收入），

涉及金额 3111 万元。

非税执收单位在执收过程

中存在不同类别票据混用、跳号

使用及废票处理不及时等情况。

（四） 部门预算执行方面审

计情况

区审计局对全区各预算单位

的预算执行情况、预算追加执行

情况审计结果表明，区财政局在

部门预算管理方面，有较严格的

预算支出审核机制，财政资金损

失浪费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审计

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2017 年度全区共 62 家一级

预算单位 （不含保密单位） 预算

执行率低于 90%的有 14 家，最

低的为 71.2%；156 家二级预算

单位预算执行率低于 90%的有

22 家，最低为 54.3%。

2017 年 7 月临安市人

民政府第二次财政审批联席会议

审议通过了相关部门要求经费补

助的申请，截至 2018 年 4 月，

有五家预算单位仍未提请或未全

额提请拨付使用追加资金,涉及金

额 654.6 万元。

二、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区审计局 2017 年对全区 7

个镇街的 14 名党政主要领导干

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

果表明，相关镇街主要领导认真

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

署，较好地履行了经济责任。审

计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1、财务管理不够规范。2 家

单位往来款长期 （三年及以上）

未清理，6 家单位会计核算和会

计基础工作不够规范，2 家单位

固定资产及服务未履行政府采购

程序，4 家单位内控制度建设及

执行不够到位。

2、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不够

到位。5 家单位工程和服务类小

额项目未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招投

标程序，4 家单位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不规范，存在工程项目未按

规定进行竣工决算审计，工程项

目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等情况。

三、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
（一） 提升非税收入执行质

量

出台临

安区级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办法和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建立督查机

制，对非税收入执收行为进行管

控。 稳妥推

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在政

务服务网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的实

施应用，强化财政部门、各执收

单位、代收银行间的沟通联系。

各执收单位

要依法依规征收，执收流程执行

到位，做到应收尽收。

（二） 加强财政支出控制管

理

通

过完善国库集中支付、专户管理

等制度，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

和掌控。

落实专户出借资金的清理工

作，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执行刚

性，避免预算单位的非国库集中

支付行为。

各主管部门要通过加强内

控、专题培训、专项检查等措施

进一步推进公务卡在二级预算单

位中的应用。

（三） 强化部门镇街内部管

控

强

化部门预算执行刚性监管，从预

算编制、追加审核入手，全过程

监控，确保预算执行刚性。

镇街及部门

要高度重视内控制度的执行问

题，健全程序控制，全面管理，

责任到人。

招投标程序要落实到

位，项目资料要完整有效，实现

专人管理。

编者按：
2018 年 7 月 30 日，杭州市临安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7 年度临安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根据监督法有关规定，现刊登《关于 2017 年度杭州市临安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关于2017年度杭州市临安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15）事项名称：国内出生登记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个人提交材料：1.出生医学证明原件；2.父母双

方的身份证原件；3.落户方的户口簿原件；4．结婚证
或非婚生情况说明原件；5. 离婚证和协议书原件；6.
离婚判决书和生效文书或法院调解书原件；7.亲子鉴

定证明（非婚生申请随父落户以及婚生申请随《出生
医学证明》未登载信息一方落户的，需提供）。

注意：4、5、6、7根据申请人情况选用
办理地点：区行政服务中心及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咨询电话：0571-23616052

停电通知 2018年 10月 17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0 月 25 日 8:20-
16:00

1、泉口 V614 线改线路检修；2、华笑 6142 线笑园
站 6142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建变 2),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基建变 1）,林场路灯配变,泥墙弄公变

湖光山社 7# 变,湖光山社 9# 变,湖光山社 103# 变,湖光
山社 8# 变,湖光山社 120# 变

1、停陈坞 V763 线山舍站 G4 待用间隔；2、停陈坞
V763 线山舍站湖光山社 7# 变分线开关以后

8:00-
14:3010 月 26 日

上东村[桃子坞]公变,上东村[龙浮山上]公变,上东村[龙浮
一组]公变

停吴马 V493 线袁家坞支线 6# 杆龙浮山分支线
开关以后

8:00-
17:0010 月 22 日

夏禹桥村[菜场]公变,夏禹桥村[电信所]公变,夏禹桥村[冯
家头]公变,杭州临安恒大电子电缆厂,玲珑街道夏禹桥村

村委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分公司

夏禹桥村[桥头]公变,夏禹桥村[安置区]公变,临安市人民
政府玲珑街道办事处,

青柯村[许家头]公变,青柯村[联合 2#]公变,青柯村[联合
1#]公变,青柯村[寺泉山]公变,钱皇铺村[硖石村口]公变,
钱皇铺村[硖石寺坞]公变,临安锦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停高坎 V150 线南洋木工机械有限公司分线 12#
杆夏禹桥邮电所支线开关以后

停高坎 V150 线南洋木工机械有限公司分线 2#
杆开关以后

停横街 V593 线硖石分线 55# 杆联合支线开关以
后

8:00-
17:00

8:00-
16:00

8:00-
15:00

10 月 22 日

10 月 23 日

10 月 24 日

崂山村[崂山寺]公变,崂山村[大畈地]公变,停桥里 V862 线琅山分线 45# 杆牢山寺支线令克
以后

8:00-
16:3010 月 24 日

龙马村[龚家]公变,杭州正驰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杭州市
临安区西林小学,临安市吉龙传感专用电缆厂,

祥里村[上家头]公变,宏渡村[符家头]公变,宏渡村[张家庙]
公变,宏渡村[市塘坞]公变,宏渡村[上引坞]公变,浙江天目
神圣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康力电缆有限公司,杭州巨大包
装有限公司,杭州国凤织带有限公司,杭州临安精诚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益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
安李美华杂货店,临安盈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临安明旺
竹粉厂,临安市强民电缆厂,临安市万顺电缆有限公司,临

安巨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临安创杰电缆有限公司

停吴马 V493 线龚家支线 1# 杆令克以后

停庆仙 V853 线上引坞支线 1# 杆开关以后

8:00-
17:00

7:30-
17:30

10 月 25 日

10 月 25 日

“杭州办事服务”APP

“临安办事一点通”
微信小程序

信用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随着消费观念的转

变，贷款或分期付款已逐渐被广大消费者熟知，其中大

额消费支出采用分期付款是减轻购物负担的好方法，然

而，在看似划算的分期背后，可能暗藏着许多消费陷阱！

在分期付款中，手机分期是最常见最广泛的，在线下市

场往往仅需身份证就可以分期购机，而且还是零首付。

一些无良商家，就抓住消费者想要分期买手机的心理，

在手机分期业务背后，设下一个又一个陷阱。

陷阱一：零利息的噱头
打出“零利息”旗号的手机销售商家并不少见，尤其

是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手机专卖店，以此为噱头来博人

眼球，吸引消费者进店购买。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表面

上看利息确实免了，但又增加了服务费、分期手续费等

收费项目。仔细算下来，和收利息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单

纯地收利息还要高。

陷阱二：高利息的欺瞒
知道可以分期买手机的人很多，但真正了解分期利

息算法和平均水平的人却很少。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贷

款利息信息的匮乏，忽悠消费者，攫取更多利润。例如销

售员往往宣称利息非常低，只有千分之一等，已千分之

一为例，乍听这个数字，真的觉得很优惠，但实际上，是

日利率 0.1%，换算成月利率就是 3%，年利率就是 36%。

因此，消费者在分期付款购买手机前，一定要先算清楚

利率。

陷阱三：退定金的艰难
部分商家在帮助客户办理分期前会承诺帮助办理，

要求消费者签订协议并缴纳定金。要注意的是，这时商

家并不一定对客户的贷款资质有足够的了解，这就意味

着并不一定能贷款成功。如果消费者签了协议交了钱，

但是贷款办不下来，定金往往也要不回来了。消费者在

分期买手机一定先弄清楚自己能否贷到款，签协议时要

看清各项条款，分清定金和订金的区别。订金是可以退

的，但定金一般不会退。

陷阱四：违约金的陷阱
很多分期平台自身资金有限，需要在第三方金融机

构贷款，这里就隐藏了贷款风险，部分商家在签订分期

付款合同的时候，在借贷合同中加重消费者义务和责

任，设定很高的违约金、逾期利息等，却不作特别的解释

和说明，消费者往往被诱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合

同。消费者要留意合同，避免被“霸王条款”损害利益。

陷阱五：担保的风险
这里所说的担保，是隐形的担保，通常就是消费者

申请过程中提供的家庭住址、父母电话联系方式等信

息，实际上就是隐性担保，如不能按期还款，某些平台就

会采取恐吓、骚扰等方式暴力催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消费分期付款，当心五大陷阱

（16）事项名称：死亡注销户口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个人提交材料：1.死亡人员身份证原件；2.死亡

人员户口簿原件；3.死亡证明原件。（包括：公民死于
医疗单位的，凭《死亡医学证明书》；公民正常死亡但
无法取得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的，凭社区、村（居）委
会或者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公民非正常

死亡或者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者，
凭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死亡公民已经火
化的，凭殡葬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人民法院死亡宣
告判决书。

办理地点：区行政服务中心及户籍所在地派出
所

咨询电话：0571-23616052

遗

失

公

告

赵建荣遗失房屋坐落于锦城街道忆江南家园

16（16 幢 702）的房产证，权证号：临房权证锦城字

第 0011300 号，声明作废。

赵建荣遗失房屋坐落于锦城街道忆江南家园

16（16 幢车 1）的房产证，权证号：临房权证锦城字

第 0011301 号，声明作废。

汪亚玲，赵建荣遗失房屋坐落于锦城街道临东

路 158（1 幢 506）的房产证，权证号：临房权证锦城

字第 300029413 号，临房权证锦城字第 300029414
号，声明作废。

汪亚玲，赵建荣遗失房屋坐落于锦城街道临东

路 158（1 幢 506）的房产证，权证号（证明号）：浙

（2016）临安市不动产权第 0000461 号，声明作废。

童安江遗失锦城街道广场花园 5 幢 602 室、5
号车库、4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用

2003 字第 016118 号，声明作废。

童安江、骆红霞遗失锦城街道广场花园 8 幢

202 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用 2003
字第 016133 号，声明作废。

陈爱忠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张桂金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