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湖区审计局 2019 年工作总结

  2019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厅、市局的业

务指导下，区审计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突出重点、依法审计，大力推进有深度、有重点、有步

骤、有成效的审计监督全覆盖，扎实推进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工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

  2019 年区政府向我局下达计划审计项目 51 个，其中民

生资金审计 1 个、财政审计 5 个、资源环境审计 2 个、固定

资产投资审计 33 个，政策落实跟踪审计 1 个，对 9 名区管

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截止目前，已完成审计项目 63

个 ， 审 计 共 查 出 预 算 编 制 不 真 实 不 完 整 等 主 要 问 题 金 额

533121.72 万元，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 65 个，审计核减

投资额 17450.53 万元。提出审计建议 74 条，被采纳审计建

议 64 条，推动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施 5 项，移送纪检监

察机关线索 5 件，审计期间整改金额 8149 万元。审计信息

被审计署、《中国审计报》、省审计厅等多方采用 82 篇次。

另外区领导临时交办项目 387 个，其中拆迁退地补偿资产审

核项目 45 个，进度款核实项目 225 个，竣工决算审计项目

90 个，区重点工程跟踪审计项目 27 个。

一、2019 年审计工作完成情况

 



今年，我局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和其它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已完成 2018 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

支审计，审计查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金额 465845.19 万元。

9 月，受区政府委托在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上汇报同级审工作报告并全票通过。 

东西湖公证处 2018 年度财务收支审计项目，审计查出

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闲置等主要问题金额 1108 万元；区

人社局 2016年至 2018年财务收支审计查出往来账长期未清

理、财务报销手续不够完善等主要问题金额 288.9 万元；区

商务局 2016 至 2018 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查出扩大开支范围、

政府采购项目程序不规范等主要问题金额 507.81万元。 

（二）经责审计工作 

根据区经济责任审计领导小组安排和区委组织部的委

托，对窦华、钱家明等 9 名区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开展经济

责任（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点对不执行国家政策、

三公经费严重超标、超标准接待、滥发奖金和津补贴、截留

挪用专项资金、违规修建等问题紧盯不放，加大审计监督和

查处力度。审计共查出国有资产长期未纳入账内管理、资产

管理不规范、财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金额 44338.47 万元。 

（三）政府投资和重点项目的审计 

1.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截止目前，区政府安排竣工决算审计项目 93 个，投资



额 509024.82 亿元，已完成 44 个，报审金额 243346.15 万

元，审定金额 222114.94 万元，审减金额 17450.53 万元，

审减率 3.90%。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审计建议 8条，

上报审计要情 5篇，工程招标问题移送区纪委 4个。 

2.政府投资项目进度款审计 

截止目前，区政府安排重点项目工程进度款审计项目

225 个，申请进度款金额 663622.52 万元，审定金额

599536.76 万元，审计核减金额 64085.76 万元，审减率

9.66%，出具请款汇报材料 177份。 

3. 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 

对三店大道道路景观提升工程等 25 个政府投资项目，

已按程序选定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涉及总投

资额 816800 万元。 

4.征地拆迁、旧城改造项目审计 

截止目前，区政府临时交办的征收、搬迁、收购补偿项

目 22 个，已完成 15 个，送审金额 14.46亿元，审减 3841.15

万元；搬迁跟踪审计项目 11 个，已完成 3 个；其他项目 12

个，已完成 8个。 

（四）围绕三大攻坚战，落实专项资金和民生政策的绩

效审计 

在绩效及自然资源审计方面，东西湖区乡镇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绩效审计（市级项目）查出部分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

污水量偏低、管网建设不完善雨污混流等问题 11 个；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查出湖泊边存在污染源、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成效不明显等问题 21 个。通过审计提高了专项资金使用

绩效，促进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东西湖区“厕所革命”政策落实及资金使用

管理绩效情况审计查出资金拨付不及时等问题金额 1237.20

万元。 

（五）配合上级审计机关及其他部门开展专项审计 

1.参与省厅民生资金大数据交叉审计项目。 

2.配合审计署武汉特派办按时保质完成了《2019年度减

税降费审计调查》项目的延伸审计工作。 

3.按要求完成 2018 年度部门财务收支电子数据采集和

报送、疑点数据筛查工作。 

4.8 月完成街道湖泊退养审计调查项目。10月，完成区

“大棚房”问题专项资金审计工作。 

二、2019年机关管理建设情况 

（一）突出政治建设，强化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我局全面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精神，局

党组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强化宣传和舆论引

领，领导干部全年向审计署、省审计厅、市审计局、区政务

网等多方投稿，被采用信息 82篇次，在全省名列前茅。 

压实党建工作责任。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局党组全年专题研究机关党建工作 2 次。党组书记认真履行

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做到党建工作与审计工作同谋划、同

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构建党组、党组书记、班子成员、

支部书记、外出审计组“五级责任体系”，制定清单，形成

党组书记负总责、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党支部书记履行“一

岗双责”的党建工作格局，推动机关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准则》《条例》等党规党纪，严格执行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

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严格组织生活制度，以“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与“三会一课”、组织生活、谈

心谈话、党员民主评议等制度深度融合，党员领导干部以普

通党员身份过双重组织生活，形成严肃活泼、优质高效的党

内政治生活新局面。通过双万双联、党员双进双服务等活动

巩固“红色阵地”；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帮扶结对困难群众等

活动展现“红色关爱”。

  截止目前，全年按规定认真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11

次，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等各一次。

双进双服务党员社区报到率 100%。七一集中捐助“红色基金” 

1500 元，党员缴纳党费 3765 元。

（二）加强纪律建设，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以第二十个党风廉政教育宣教



月活动为契机，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警示

教育，大力推进机关廉政文化建设。坚持局党组中心组和机

关干部集体学习制度，开展《监察法》《宪法》《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学、讲、测”活动 2 次，局党组专题部署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3 次，党组书记讲党课 4次，其他党组成

员共讲党课 2次，党中心组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 4次；

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违法违纪典型

案件共计 49 期；集中收看《重整行装 利剑反腐》等警示教

育片 2 次；6 次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相

关会议精神，组织党员干部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1次。

局党组对党风廉政教育和落实“两个责任”工作是逢会必讲、

遇会先讲、专会主讲，通过典型案例警示人、教育人，建立

了不敢腐、不想腐的教育机制。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完善制度讲规矩。先后出台了

《审计组廉政责任规定实施细则》《关于 “三重一大”制度

实施办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东西湖区审计

局廉政谈话制度》等制度，确保了确保作风建设监督检查工

作有章可循，规范运作。在专项检查、线索移送等方面，加

强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单位协作，把审计监督与全面

从严治党、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治理防范“微腐败”和“新

衙门作风”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积极配合巡视巡察工作，

发挥反腐败前沿阵地作用。与区纪委监委共同出台了《中共

东西湖区纪委东西湖区监委东西湖区审计局查处问题线索



 

 

 

 

 

加强协作配合的实施办法（试行）》制度。

  根据区委巡视、巡察监督工作要求，选派 1 名干部参加

了区委巡视、巡察工作，服务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三）加强作风建设，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

持续纠治“四风”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湖北省委印发<关于防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鄂发〔2018〕37 号），认真

查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审计机关种种表现，分析原因，

制定措施，抓好整改。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

神，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文风、会风；严格“三

公经费”和审计外勤经费管理使用，落实审计组考勤制度，

加强经费报销审核把关。重点关注“双评议”、选人用人和

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落实、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巡查等工作情况。严肃整顿“服

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等行为，

定期开展机关作风纪律检查，努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业务

精通、作风务实、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

2019 年度双评议工作全局参评单位满意率 99.93%，评价总

数 3056 条。

（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我

局审计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重要批示，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关于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系列要求，将政治

学习列入工作计划，重点围绕党规党纪、宏观形势、审计体

制改革和业务提升四个方面内容，通过领导干部读书班、集

中研讨、专题培训、政策法规解读、审计案例教学等方式，

不断提升审计人员履职能力。按照“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的要求，局党组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理

想信念、宗旨性质、担当作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性

修养、廉洁自律等 8 个方面，列出专题，召开集中研讨 7 次，

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了 9期审计系统政治业务培训。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做好党的群众工作 

狠抓文明、法治创建。开展学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活动，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先进、看模范、树标兵”。积极推荐

评议身边好人、先进代表及优秀审计作品，深入基层社区参

加义务劳动和“微心愿”活动共计 44 次。营造良好的学法

用法氛围，10 名干部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平台已修满学分

2400分，完成率 100%。 

（六）创新举措，促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 

为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质量，确保审计监督有深度，

我局转变投资审计理念，调整投资审计方向，从单纯关注造

价审计向关注项目实施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管转变。

根据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总体安排，区审计局派出审计

组对东西湖体育中心建设项目继续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并

提交自主探索改革项目登记表。我局在跟踪审计工作中，主



要负责人领衔批示各项工作，定期开展实地督查，并要求审

计组按时提交月报，汇报项目进度，及时向区委改革办报送

任务推进表与季度自查报告。 

三、对区委 2020年审计工作安排的意见建议 

一是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成立区委审计委员

会，做好总体布局工作，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全方位发

力，树立审计权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利剑”作用和“探

头”预警作用。审计委员会成员要发挥好表率作用，带领各

部门积极配合，自觉接受审计监督，采纳建议，整改问题，

健全和完善制度。审计发现的问题要纳入对干部的评价、使

用，发挥大监督作用，以审计进步促进各项工作上台阶。 

二是要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深入

推进审计全覆盖的指导意见》，按照应审尽审、凡审必严、

严肃问责的要求，做到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部署到哪里、国

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公共资金运用到哪里、公权力行使到哪

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不断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

度。要聚焦关键领域，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共抓长江大保护和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用足用

好扶贫资金、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树牢大数

据思维，形成全区数据共享，不断推进审计全覆盖。 

三是要切实抓好问题整改。把做好常态化“经济体检”

和落实审计整改结合起来，把促进治标和推动治本结合起

来，从两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功能。一方面，



要压实责任抓整改，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要制定整改方案、建

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对屡审屡犯的问题，要严肃追

责问责；另一方面，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坚持点面结合、

举一反三，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机制障碍，从完

善法规政策、制度机制的角度提出治本对策，促进各方面工

作整体规范和提升。 

 

 

武汉市东西湖区审计局 

2019 年 11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