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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财政、追回资金
31.21亿元；盘活闲置和存
量资金65.56亿元；追回挪用
或套取资金1.68亿元；节约建
设资金（挽回损失）113.5亿元；
给予刑事处罚、党纪政纪处分和
组织处理136人……这是针对
四川省2015年度审计工作
报告反映问题的整改处
理结果。

四川2015年度审计处理结果报告出炉
挽回损失113.5亿
处理136人

卖死因不明禽畜肉
或5年内不能卖食品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昨日召
开的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上，《四川省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草案
修改稿）》提请审议。草案修改稿提
出，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不
能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
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
足五千元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
罚款。如果违规且情节严重，食品生
产经营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可能面临五年内不得从
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的处罚。

四川拟规定：

逾期不交燃气费
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昨日召
开的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上，《四川省燃气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提请审议。
修订草案修改稿提出，燃气用户应当
依照供用气合同及时交纳燃气费，逾
期不交纳的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并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史志伦
表示，相关部门提出，我省欠交燃气
气费的情况较为严重。法制委员会经
审议认为，为了进一步推进诚信社会
建设，维护燃气市场的健康发展，建
议将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八条第三
款修改为“燃气用户应当依照供用气
合同及时交纳燃气费，逾期不交纳的
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纳入
个人征信系统”。

修订草案修改稿还提出，燃气经
营企业不得强制燃气用户购买其指
定的燃气燃烧器具或者强制燃气用
户向其指定的销售商购买燃气燃烧
器具。燃气经营企业还应当每两年至
少为用户免费提供一次入户安全检
查，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燃气经营
企业对用户实施安全检查前，应当事
先告知用户安全检查的日期，并在约
定的时间上门检查。

利用职务为子谋利35万元
都江堰一村主任被开除党籍

日前，成都市纪委通报了 3 起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分别是：

新都区石板滩镇双柏村村委会
主任钟洪发利用婚宴收受红包礼金
问题。2016 年 4 月 30 日，钟洪发在没
有按相关规定向镇纪委报备的情况
下，在新都区石板滩镇湘园酒店摆设
结婚宴席，邀请村干部、部分村民小
组长参加，并收受礼金0.34万元，在当
地造成不良影响。事后，钟洪发将所
收礼金全部退还。2016 年 8 月 22 日，
石板滩镇纪委给予钟洪发党内警告
处分。

双流区农发局扶贫移民科原科
长郭开成收受贿赂问题。2012年下半
年至2013年下半年，郭开成利用职务
和工作上的便利，为永兴镇红花村村
委会实施的村内道路硬化的奖补资
金拨付上提供便利，先后3次收受该
村党支部书记所送1.5万元现金。2016
年8月19日，双流区纪委给予郭开成
开除党籍处分。

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沙坪村原村
主任徐长征贪污问题。2008年7月，徐
长征在协助青城山镇人民政府开展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负责沙坪村农户
确权颁证上报资料审核工作中，利用
职务之便，违反相关确权政策规定，
隐瞒其子徐某尚未分户且已确权的
事实，以虚假编造的确权资料，使国
土资源部门将沙坪村集体所有的建
设用地确权给徐某，致使徐某非法占
有沙坪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866.68平
方米（其中宅基地 598 平方米）。2009
年，徐某将该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以总
价35万元人民币出让。2015年10月，
徐长征违纪行为被群众举报。2016年
10月11日，都江堰市纪委给予徐长征
开除党籍处分。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2015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716路
公交，是中心城区与花园镇唯一的直
达公交，也是成都市公交集团580多
条线路中，里程最长的。近日，成都商
报记者探访了这条“最长公交”。

路线延长
从友爱镇到花园镇

2006年底，716路诞生，从茶店
子公交站出发，通往郫县友爱镇。
2014年，随着西源大道的建设完善，
716 路延伸到花园镇，里程从 31 公
里增加到38公里，成为花园镇居民
前往中心城区的唯一直达线路。全
程43个站，计划运行时间100分钟。
线路配置 14 台车、21 名司机，高峰
期15分钟一班。

司机很忙
上厕所靠跑 吃饭靠刨

“手机给你”，张师傅一下车就飞
奔向厕所，同时把手机递给了一位需
要打电话的乘客，而他与这位乘客素
不相识。这一幕发生在上周五，张师
傅于下午3：45从花园镇公交站发车，
5：48到达茶店子公交站，路上耗时2
小时零3分，而只有两三分钟的停顿
时间，他又要再次从茶店子出发。

路上时间太长，内急是司机经
常面临的难题。

不仅上厕所靠跑，吃饭也靠刨。
在一边的终点花园镇公交站，调度
员李姐最多一天会为7位司机提前
热午饭，他们才有充足的时间吃。花

园镇公交站旁有一家小餐馆，老板
直说师傅们太辛苦了，拌个凉菜可
能都没时间吃，刨几口饭就出发。

单边 38 公里，来回 76 公里，每
天3个来回，工作12小时，师傅们难
免犯困，杨师傅除了常用清凉油提
神，还带了几个干辣椒，困了就含一
点在嘴里，一辣就精神了。

乘客特别
周五周日大学生特别多

每逢周五和周日，716路比平时
更为拥挤，车上出现很多提着行李
箱的年轻人，这些都是沿线高校的
学生。记者注意到，716 路有 3 个站
点以学校命名，分别是成都工业学
院、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而百叶路口站则是电子
科大成都学院的所在地。

周一则是上班族带来的高人
气，沿线的华为等企业也是716路的
服务对象。七八点钟高峰期还有老
人家们买菜的身影。12米长的大车
最多能装100人。

虽然地铁已通往郫县犀浦，但

在茶店子附近学烘焙的郫县市民邓
小姐和去成渝立交附近探女儿的陈
婆婆都更愿意坐 716 路，因为“直
达”，即使花费的时间更长。

现在，716路在花园镇公交站的收
车时间已从晚上6：30延长到7：00，茶
店子公交站从晚上7：00延长到8：00。
邓小姐和陈婆婆感觉更方便了。

成都580多条公交线路，716路是里程最长的一条

“最长公交”38公里 司机上厕所靠小跑

在重点专项审计情况方面，四川
省 2015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部
分地方自行保障房政策执行不严
格。例如，有1183户不符合条件的城
镇家庭违规享受住房补贴134万元，
住房 382 套。有 657 户非贫困或已享
受补助家庭违规获得农村危房改造
补助669万元等。

据《审计处理结果报告》披露，
针对审计发现的相关问题，住房城
乡建设厅、审计厅联合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严格执行审计决定，按季上
报整改情况。

截至11月中旬，1183户不符合条
件的城镇家庭已有1036户被取消或
调整保障待遇，追回违规享受住房补
贴120.81万元，住房184套。其余147
户仍在继续清退中。

28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召开。四川省审计厅厅长黄河受省政府委托，在会上作了
《关于四川省201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处理结果的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处理结果报告》）。

《审计处理结果报告》披露，各相关部门和地方纠正了财政财务收支中的违规问题，应收缴的财政收入
39.46亿元已上缴31.21亿元，闲置资金和未盘活的存量资金87.14亿元已安排使用65.56亿元，政府投资项
目中以多计工程量、虚假签证等方式高估冒算的工程造价113.5亿元已由审计机关依法核减，其他不规范问题
也采取了完善手续、调整账务等措施。

下一步，对于尚未整改完毕的事项，省政府已责成有关地方和部门加紧纠正和处理，将加强整改
督查、严格追责问责、加大追责力度，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审计整改落实。

四川省 2015 年度审计工作
报告反映，部分单位“三公”经费
预算和管理不够规范。

例如，部分单位的预算管理
还不够精细，2015 年有 78 个二、
三级预算单位的接待费年初预
算比上年预算增加 30.5%，与政
策要求不符。一些单位的预算编
制未参考上年实际支出水平，不

利于对支出的约束控制，四川师
范大学等5所高校2015年的公务
接待费预算，比上年实际支出高
出近一倍。省外侨办等 5 个单位
至2016年3月未建立健全公务用
车、公务接待等经费管理制度，
不利于规范管理。

针对这些问题，财政厅制发
了《 关 于 编 制 省 级 部 门

2017-2019年支出规划和2017年
部门预算的通知》，进一步强调
严控部门一般性支出、“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明确了结合部门
（单位）上年公务接待费预决算
情况编制预算的要求，同时加强
对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编制合
规性、精准性的监督指导，确保
省级部门公务接待费不突破上
年预算数。

省外侨办等 5 个单位也及
时修订完善了公务用车、公务
接待等经费管理制度，确保规
范管理。

省外侨办等5个单位
修订完善公务用车、接待等经费管理制度

78个二、三级预算
单位的接待费年初预算比
上年预算增加30.5%，
与政策要求不符

三公经费预算

关于税收征管中代开发票制
度和管理存在漏洞、部分税收漏
征、税收减免数据不准确的问题。
省地税局组织开展了全系统的联
动整改。开展空白发票专项清理，
在全省范围内对空白发票进行登
记、造册、封存及销毁等；并加强
代开发票信息与国税系统的交互

共享，利用现有数据交换平台查
找税收风险，提高征管质量。

四川省2015年度审计工作报
告反映，有漏征驾驶培训行业营
业税等税费的情况出现，19个市
的197所驾校通过隐瞒学员人数、
虚假退费等方式，2015年少报营
业收入20.92亿元，导致漏征营业

税及附加7064万元和相应的企业
所得税。此外，还发现有漏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情况。

据《审计处理结果报告》披
露，对于漏征的驾驶培训行业营
业税及附加7064万元，已经补征
入库2531万元，此外清理入库企
业所得税1453.28万元、个人所得
税340.79万元。

德阳等 15 个市漏征城镇土
地使用税9806万元、房产税2016
万元，目前已经补征入库房产税
242万元、土地增值税1883万元。

在管好用好重点民生资金
方面，相关地方和部门重点加强
对财政扶贫资金、保障性住房建
设资金等方面的规范管理。为了
强化脱贫攻坚资金保障，各部门
纷纷出台政策，省政府责成监

察、财政、审计、扶贫移民等部门
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审计反映的
部分扶贫资金未及时有效使用、
专项资金被骗取套取、部分项目
实施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实
地核查，促进相关问题整改。

其中，16个县闲置超过2年的扶
贫资金4.23亿元，通过加快项目
实施、加强资金整合等方式，至9
月底已兑付使用3.59亿元。26个
县的少数单位以虚报搬迁户数
人数、虚开发票、重复申报项目
等 方 式 骗 取 套 取 的 专 项 资 金
2416万元，已追回1499.48万元，
其余资金仍在追缴过程中，同时
对 29 名责任人员作出党纪政纪
处分或组织处理。

绵竹市孝德镇套取专项资金220万元
已全额收回

开展空白发票专项清理
在全省进行空白发票登记、销毁

16县闲置超2年的扶贫资金4.23亿元
至9月底已兑付使用3.59亿元

重点
专项审计

1183户家庭
违规享受住房补贴

已有1036户
被取消或调整

在重点专项审计的城镇污水处
理项目专项审计方面，四川省2015年
度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部分资金使用
不规范，以及部分项目未达到预期效
果等。

例如，有 4 个市县个别单位挪
用的专项资金 1787 万元，如三台县
城 乡 规 划 建 设 和 住 房 保 障 局 将
1487 万元用于本单位其他经费支
出。据悉，4 个市县个别单位挪用的
专项资金 1787 万元，已通过调账、
归垫和收回财政资金等方式进行
处理。其中三台县被挪用的 1487 万
元，已经全额归垫。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城镇污水处理项目资金

三台县
被挪用1487万
已全额归垫

省级专项资金从
2013年的600项减少
为2016年的235项

漏征的驾驶培训
行业营业税及附加
7064万元，已补征入
库2531万元

聚焦人大常委会

昨日，乘
客坐在716路
公交车上，她
身后的乘车示
意图显示，这
趟公交车将停
靠数十个站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专项资金管理

税收征管

重点民生资金

26个县的少数单
位骗取套取的专项资金
2416 万 元 ，已 追 回
1499.48万元

关于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的
问题，四川省2015年度审计工作
报告反映，相关省级部门对部分
专项资金的分配审核把关不严，
还存在被套取的问题，如绵竹市
孝德镇齐福水泥厂已于2014年拍
卖且清算结束，镇政府2015年仍
以该企业名义申报获得工业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资金220万元。

据《审计处理结果报告》
披露，相关省级部门进一步
严格资金分配审核把关，
切实杜绝虚假申报、骗
取套取等行为，绵竹
市孝德镇套取的
专项资金 220
万元，已全
额收回，

并将加强对项
目申报数据及资料

的审核。
而针对“部分专项资

金分配‘碎片化’现象仍然
存在”的现象，省财政厅加大了

资金整合力度，省级专项资金从
2013年的600项减少为2016年的
235项，“小、散、乱”现象得到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