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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度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报告

(单位公章)

单 位 名 称: 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

单 位 负 责 人: 黎建宾(签章)

分管内控负责人: 吴秋凤(签章)

牵头部门负责人: 张金丽(签章)

填 表 人: 刘娟(签章)

填 表 部 门: 州图书馆办公室

电 话 号 码: 0878-3122048

单 位 地 址: 楚雄市鹿城东路 55 号

邮 政 编 码: 675000

报 送 日 期: 2022 年 5 月 15 日

财政部

2022年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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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须 知

1. 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分为正文和附表

两个部分。

2.各单位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在本报告中如实填写本单位经济活动所涉及的预算、收支、政

府采购、资产、建设项目、合同等业务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不包括人事、党建等领域的内部控制情况。

3.各单位应在 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系统

中填报相关内容，系统自动生成“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报告”。

4.单位名称填列单位的全称，各级主管部门填报本级报告

时，应在单位名称后加“（本级）”。

5.报告中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表示。

6.电话号码处填写填表人的联系电话号码。

7.报送日期填写单位负责人审批通过内部控制报告的时间。

8.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填报须知和附表内每一事项表格下方

的填写说明。

9.本报告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脱敏脱密处理，严禁报送涉密

信息，敏感信息通过光盘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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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的有关精神，依据《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和《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财会〔2017〕1号）的有关规定，

现将本单位2021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内部控制机构设置与运行情况。

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是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正科级事业

单位，属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承担

楚雄州的信息资料保存、加工、处理、利用，提供社会对文化娱乐的

需要服务。没有内设机构，有内设部室7个，分别为办公室、典藏借

阅部、特色文献部、计算机信息部、阅览部、阅读推广部、采编部。

核定事业编制40人，其中：管理人员编制4人、专业技术人员编制31

人、工勤人员编制5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实有在职人员36人，

其中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12人，初级职称10人，事业管理人员3

人，工勤人员4人。2021年各部室均正常有序运行。

（二）内部控制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

1、思想认识到位，领导重视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工作我单位对

内部控制工作一贯重视，把制度建设和实施内部控制作为依法管理、

科学管理的重要依据，作为防范和管控经济活动风险、强化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的有力手段。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要求下，我单位已基本形

成以《单位内部控制基本制度》为全部业务工作基本要求，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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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规范的良好氛围。

2、制度初步完善我单位2021年度制定了一系列内控规范文件，

通过这些文件的制定，使我单位的内控制度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实施情况我单位内控工作已按制度和计划有序开展。

（三）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

我单位已制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制度》、《州图书馆财务管理

内控制度》、《州图书馆公务卡管理制度》及《州图书馆文献资源购

置计划》等各项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的要求开展单位各项业务

工作。内部控制关键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及分工，不相容职位

完全分离；重大决策实现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制度；针对国家相关政策，

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内部控制；根

据本单位“三定”方案，进行组织及开展业务活动。

（四）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情况。

我单位已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具备可操作性，对本单位权力结构的

梳理，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决

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建立有效的内控评价、

监督和责罚体系；基于本单位的内部控制目标并结合本单位的业务特

点开展内部控制风险评估，并建立定期进行风险评估的机制；建立与

审计、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或岗位联动的权力运行监督及考评机制，

以定期督查决策权、执行权等权力行使的情况，及时发现权力运行过

程中的问题，予以校正和改进。

二、单位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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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发现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2021年本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未发现问题。

（二）本年单位巡视、纪检监察、审计等工作发现的与内部控制

相关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根据楚雄州审计局2020年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清单中列

出楚雄州图书馆有以下三点需要整改：

1、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州图书馆固定资产盘亏49 500元；

2、州图书馆固定资产账账不符120 491 555.18元；

3、固定资产卡片中登记的规格、型号、使用人等信息与实际情

况不符。

已完成整改：

三、单位内控报告审核情况

（一）报告材料的规范性。

报告材料内容规范。

不存在超出列举范围的情况，表内、表间逻辑关系正确，无技术

性错误。

（二）上下年数据变动合理性。

上下年度数据衔接一致，两年报送的单户数数据变动合理，量变

化合理，差异不大。年末职工人数、年末总资产账面金额变动合理。

（三）业务数据的准确性。

业务数据已和2021年决算报表核对，数据一致、准确。

（四）数值型指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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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算管理级次，逐级建立内控报告数据的树形结构，不存在

树形外的单位节点。

四、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单位在推动内部控制工作中总结出的有关经验做法。

预算业务管理：各部室主任上报具体的预算项目，馆务会集体讨

论通过后，由会计汇总上报财政；收支业务管理：有专门的管理制度

《州图书馆财务管理制度》；政府采购业务管理：根据年初部门预算

批复项目，由会计向州财政局采购申请，根据采购批复由具体使用部

门采购管理；资产管理：根据《州图书馆财务管理制度》具体执行。

原则上谁使用谁负责管理，各部门资产由各部室主任直接负责管理。

（二）单位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后取得的有关成效。

预算业务管理：各部室主任上报具体的预算项目，馆务会集体讨

论通过后，由会计汇总上报财政；收支业务管理：有专门的管理制度

《州图书馆财务管理制度》；政府采购业务管理：根据年初部门预算

批复项目，由会计向州财政局采购申请，根据采购批复由具体使用部

门采购管理；资产管理：根据《州图书馆财务管理制度》具体执行。

原则上谁使用谁负责管理，各部门资产由各部室主任直接负责管理。

2021年本单位业务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成效：

1、持续改善图书馆硬件设施建设

2、推进馆藏资源建设完善文献保障体系

3、做好图书馆公益服务与免费开放工作

4、做好图书馆特色服务工作5、公务接待节俭高效。努力降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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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运行成本，做到厉行节约。

五、有关意见建议

1、建议每所举行至少一次业务培训；

2、能到基层单位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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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单位基本情况

组织机构代码 431845291 基本性质 22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预算级次 1一级预算单位 预算管理级次 30 地（市）级

支出功能分类 文化和旅游 年末在职人数 36

所在地区 楚雄市 隶属关系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

和旅游部

财政预算代码 129006

说明：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各级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代

码证书规定的 9位码填列。单位如已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需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第 9－17位信息填列。

单位预算级次填列部门和单位按照预算管理权限和经费领拨关系所确定的

预算级次，与部门决算封面上预算级次一致。非预算单位此项填报“无”。

预算管理级次按单位预算分级管理的级次选择填列。非预算单位填报“90.

非预算单位”。

支出功能分类填列部门决算《支出决算表》（财决 04表）中涉及金额最多

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年末在职人数填列在政府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的编制内、由单位人事部门管理

的实有年末在职人数，与部门决算《基本数字表》（财决附 02表）第 4栏合计

数一致，即“年末实有人数”中“人员总计”的“在职人员”合计数。

所在地区以 6位代码表示，根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2007）填列。

隶属关系以 9位代码表示，前 6位中央单位均填零，地方单位填行政区划代

码。后 3位为部门标识码，根据国家标准《中央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机构

名称代码》（GB/T 4657-2009）填列。

单位财政预算代码中央一级预算单位按财政部编制的三位代码填列，二级预

算单位为六位代码，前三位填列其一级预算单位编码，后三位由一级预算单位从

001－799依次自行编制，三级及以下预算单位以此类推。地方单位的财政预算

代码应与部门预算代码一致。非预算单位此项不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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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层面内部控制情况

（一）内部控制机构组成情况

说明：需上传成立内部控制相关机构的制度文件作为佐证材料。

（二）内部控制机构运行情况

本年单位召开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会议次数3 本年单位开展内部控制相关培训次数0

本年单位层面内部控

制风险评估覆盖情况
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制度体系

本年单位是否开展

内部控制评价
否

本年单位内部控制

评价结果应用领域
未应用

说明：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会议包括内部控制专题会议或与内部控制工作相关

的会议。需上传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作为佐证材料。

内部控制相关培训包括内部控制专题培训或将内部控制作为议题之一的相

关培训。需上传内部控制培训纪要作为佐证材料。

本年单位层面内部控制风险评估覆盖情况根据本年单位组织开展单位层面

风险评估工作以及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或其他文件，逐项勾选已进行内部控制风

险评估的方面。需上传风险评估报告等材料作为佐证材料。

内部控制评价是指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与实

施情况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需上传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作为佐证材料。

单位是否成立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是
单位是否成立内部

控制工作小组
是

单位内部控制领导小组负责人为
单位主要负责人单位主要负责人

姓名：黎建宾 职务：馆长

内部控制建设牵头部门设在 行政管理部门

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部门设在 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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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权力运行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分事行权、分岗

设权、分级授权机制
是

单位是否针对关键岗位开展干

部交流或定期轮岗
否

单位对不具备轮岗条件的业务或岗

位是否开展专项审计
是

单位是否针对“三重一大”事

项建立集体议事决策机制
是

说明：分事行权是指对单位经济活动和业务活动的决策、执行、监督，应当

明确分工、相互分离、分别行权；分岗设权是指对涉及经济活动、业务活动的相

关岗位，应当依职定岗、分岗定权、权责明确；分级授权是指对单位各管理层级

和相关岗位，应当明确授权范围、授权对象、授权期限、授权与行权责任、一般

授权与特殊授权界限。

“三重一大”是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

金的使用。

（四）内部控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

本年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

问题总数：0 已完成整改问题数量：0

正在进行整改问题数量：0 未整改问题数量：0

本年单位巡视发现与内部控

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

问题总数：0 已完成整改问题数量：0

正在进行整改问题数量：0 未整改问题数量：0

本年单位纪检监察发现与内

部控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

问题总数：0 已完成整改问题数量：0

正在进行整改问题数量：0 未整改问题数量：0

本年单位审计发现与内部控

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

问题总数：3 已完成整改问题数量：3

正在进行整改问题数量：0 未整改问题数量：0

说明：本年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根据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

整改文件及成果等内容填写。

本年单位巡视发现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根据各类巡视报告及巡视

整改工作报告等内容填写，仅填列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

本年单位纪检监察发现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根据单位纪检监察报

告及整改工作报告等内容填写，仅填列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

本年单位审计发现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整改情况根据各类审计报告及整改

工作报告等内容填写，仅填列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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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会计改革

单位是否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是

本年单位是否按照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要求开展预算会计核算和财

务会计核算

是

本年单位是否对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计提折旧或摊销
是

本年编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时，部

门及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的经济业

务或事项是否在抵销前进行确认

不适用

单位是否将基本建设投资、公共

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政府储

备物资、国有文物文化资产等纳

入统一账簿进行会计核算

基本建设投资：不适用

公共基础设施：不适用

保障性住房：不适用

政府储备物资：不适用

国有文物文化资产：是

单位是否开展财务报告数据的分

析与应用
是

说明：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进行账务处理，编制会计报表，

并建立健全会计核算过程和财务报告编制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

本年单位是否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要求开展预算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核

算根据单位年度预算会计核算和财务会计核算情况勾选。

本年编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时，部门及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的经济业务或事项

是否在抵销前进行确认根据本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内部抵销情

况勾选。若单位不存在内部抵销事项，则勾选“不适用”。

单位是否将基本建设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政府储备物资、国

有文物文化资产等纳入统一账簿进行会计核算根据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公共基础

设施、保障性住房、政府储备物资、国有文物文化资产核算实际情况勾选。若单

位不存在相关业务，则勾选“不适用”。

三、业务层面内部控制情况

（一）内部控制适用的六大经济业务领域

预算业务 适用 收支业务 适用

政府采购业务 适用 资产管理 适用

建设项目管理 适用 合同管理 适用

内部控制适用的

其他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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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单位适用某项经济业务，但本年度该业务实际未发生，也应勾选“适

用”。对于不适用的业务领域，应在佐证材料中加以说明或提供支撑材料，如加

盖单位公章的说明材料等。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

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外和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工程

和服务，即自行采购业务也应当比照政府采购业务控制程序执行。

建设项目是指单位自行或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的建造、安装活动。建造活动主

要是指各种建筑的新建、改建、扩建及修缮活动，安装主要是指设备的安装工程。

若内部控制建设覆盖六大业务领域以外的其他业务，可填写具体业务名称。

（二）职责分离情况

预算业务 收支业务 政府采购业务 资产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

是否制定岗

位职责说明

书

是

是否制定岗位

职责说明书

是

是否制定岗位

职责说明书

是

是否制定岗位

职责说明书

是

是否制定岗位

职责说明书

是

是否制定岗

位职责说明

书

是

预算编制与

审核分离

是

收款与会计核

算分离

是

采购需求提出

与审核分离

是

货币资金保

管、稽核与账

目登记分离

是

项目立项申请

与审核分离

是

合同拟订与

审核分离

是

预算审批与

执行分离

是

支出申请与审

批分离

是

采购方式确定

与审核分离

是

资产财务账与

实物账分离

是

概预算编制与

审核分离

是

合同文本订

立与合同章

管理分离

是

预算执行与

分析分离

是

支出审批与付

款分离

是

采购执行与验

收分离

是

资产保管与清

查分离

是

项目实施与价

款支付分离

是

合同订立与

登记台账分

离

是

决算编制与

审核分离

是

业务经办与会

计核算分离

是

采购验收与登

记分离

是

对外投资立项

申报与审核分

离

是

竣工决算与审

计分离

是

合同执行与

监督分离

是

说明：职责分离是指对于各业务环节中的不相容职责，不得由同一人员承担。

需上传岗位职责说明书等作为佐证材料。使用网络版填报的单位，若以前年度已

经上传过相应佐证材料，则无需再次上传；若以前年度未上传或第一年使用网络

版填报，则需上传相应佐证材料。使用单机版填报的单位，需上传相应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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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岗位轮岗情况

预算业务 轮岗周期内未轮岗但已开展专项审计

收支业务 轮岗周期内未轮岗但已开展专项审计

政府采购业务 轮岗周期内未轮岗但已开展专项审计

资产管理 轮岗周期内未轮岗但已开展专项审计

建设项目管理 轮岗周期内未轮岗但已开展专项审计

合同管理 轮岗周期内未轮岗但已开展专项审计

说明：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关键岗位人员实行轮岗交流，明确轮岗范围、

轮岗周期与轮岗方式，不具备轮岗条件的可以采用专项审计等替代措施。需上传

定期轮岗（或专项审计）相关制度、轮岗记录、专项审计报告等文件作为佐证材

料。

（四）本年业务层面风险评估覆盖情况

预算业务是否开展风险评估 是 收支业务是否开展风险评估 是

政府采购业务是否开展风险评估 是 资产管理是否开展风险评估 是

建设项目管理是否开展风险评估 是 合同管理是否开展风险评估 是

说明：业务层面内部控制风险评估覆盖情况根据本年单位组织开展业务层面

风险评估工作以及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或其他文件，逐项勾选已进行内部控制风

险评估的方面。需上传风险评估报告等材料作为佐证材料。



— 14 —

（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情况

业务

类型

环节

（类别）

是否已建立制度

和流程图
本年是否更新 内控制度覆盖关键管控点情况

预算

业务

预算编

制与审

核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是

更新制度：否

更新流程图：

否

预算执

行与调

整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是

决算管

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是

绩效管

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是

说明：是否已建立制度和流程图根据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图建立情况勾

选。截至 2021年底单位已经建立对应业务环节（类别）的制度或流程图，勾选

“是”；若单位尚未建立对应业务环节（类别）的制度或流程图，勾选“否”。

本年是否更新根据单位本年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图更新情况勾选。若单位在

以前年度已经建立对应业务的制度或流程图且本年进行过更新，或者单位本年首

次建立对应制度或流程图，勾选“是”，否则勾选“否”。

使用网络版填报的单位，若以前年度已经上传过相应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

流程图，则本年只需上传进行过更新或首次建立的制度或流程图作为佐证材料；

若以前年度未上传过相应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图，或第一年使用网络版填

报，则需上传相应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图作为佐证材料。使用单机版填报

的单位，需上传相应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图作为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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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类型

环节

（类别）

是否已建立制

度和流程图
本年是否更新 内控制度覆盖关键管控点情况

收支

业务

收入管

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更新制度：否

更新流程图：

否

票据管

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支出管

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公务卡

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政府

采购

业务

采购需

求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更新制度：否

更新流程图：

否

变更采

购方式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采购进

口产品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履约验

收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信息公

开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资产

管理

货币资

金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更新制度：否

更新流程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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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类型

环节

（类别）

是否已建立制

度和流程图
本年是否更新 内控制度覆盖关键管控点情况

固定资

产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无形资

产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对外投

资管理

建立制度：

建立流程图：

建设

项目

管理

项目立

项、设计

与概预

算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更新制度：否

更新流程图：

否

项目采

购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项目施

工、变更

与资金

支付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项目验

收管理

与绩效

评价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合同

管理

合同拟

订与审

批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更新制度：否

更新流程图：

否

合同履

行与监

督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合同档

案与纠

纷管理

建立制度：是

建立流程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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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类型

环节

（类别）

是否已建立制

度和流程图
本年是否更新 内控制度覆盖关键管控点情况

其他

业务

领域

建立制度：

建立流程图：

更新制度：

更新流程图：

（六）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

事前绩效评估执行情况
本年新增重大项目数量： 0

本年已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的新增重大项目数量：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情况
本年项目总数：7

本年已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数量：7

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执行情况
本年项目总数：7

本年已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的项目数量：7

预算绩效自评执行情况
本年项目总数：7

本年已开展预算绩效自评的项目数量：7

非税收入管控情况
本年应上缴非税收入金额：163685.23

本年实际上缴非税收入金额：163685.23

支出预决算对比情况
本年支出预算金额：8825612.02

本年实际支出总额：8942612.02

“三公”经费支出上下年对比

情况

上年“三公”经费决算数：7591.00

本年“三公”经费决算数：6600.00

政府采购预算完成情况
本年计划采购金额：1113660.00

本年实际采购金额：1113660.00

资产账实相符程度
年末总资产账面金额：14294295.66

年末资产清查总额：14294295.66

固定资产处置规范程度
本年固定资产减少额：0.00

本年固定资产处置审批金额：0.00

项目投资计划完成情况
本年年度投资计划总额：0.00

本年年度实际投资总额：0.00

合同订立规范情况
本年合同订立数：5

本年经合法性审查的合同数：5

说明：根据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业务表单与文件、信息系统数据等材料

填写。所填数据中，金额类指标以“元”为单位。

1.事前绩效评估执行情况中的“本年新增重大项目数量”是指 2021年单位

新设立的非常态化、非延续性的重大项目数量，重大项目衡量标准由各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界定；“本年已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的新增重大项目数量”是指单位组织

或由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针对 2021年新设立的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的项

目数量。预算项目是指非基本支出的二级预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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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情况中的“本年项目总数”是指经批复的 2021年

单位正在执行的项目数量；“本年已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数量”是指单位

2021年执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数量。

3.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执行情况中的“本年已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的项目数

量”是指单位针对 2021年执行项目开展绩效运行监控的项目数量。

4.预算绩效自评执行情况中的“本年已开展预算绩效自评的项目数量”是指

单位针对 2021年执行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的项目数量（包括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

评价的项目）。

以上 1-4需上传单位正在执行的预算项目清单作为佐证材料，清单中需至少

包括以下信息：项目名称、项目代码、是否为本年新增重大项目、是否已开展事

前绩效评估、是否已开展绩效目标管理、是否已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是否已

开展预算绩效自评。

5.非税收入管控情况中的“本年应上缴非税收入”是指决算报表的《非税收

入征缴情况表》（财决附 04表）中纳入预算管理以及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

收入合计数，即表第 2栏次第 1行合计数加第 7栏次第 1行合计数（单位：元）；

“本年实际上缴非税收入”是指决算报表的《非税收入征缴情况表》（财决附

04表）中纳入预算管理的已缴国库小计数及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已缴财政专户

小计数之和，即表第 3栏次第 1行合计数加第 8栏次第 1行合计数（单位：元）。

6.支出预决算对比情况中的“本年支出预算金额”是指本年决算报表的《收

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 01表）中本年支出的调整预算数，即表第 8栏次第 84

行合计数（单位：元）；“本年实际支出总额”是指 2021年决算报表的《收入

支出决算总表》（财决 01表）中本年支出的决算数，即表第 9栏次第 84行合计

数（单位：元）。

7.“三公”经费支出上下年对比情况中的“上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

2020年决算报表的《机构运行信息表》（财决附 03表）中“三公”经费支出的

支出合计数，即表第 2栏次第 2行统计数（单位：元）；“本年‘三公’经费决

算数”是指 2021年决算报表的《机构运行信息表》（财决附 03表）中“三公”

经费支出的支出合计数，即表第 2栏次第 2行统计数（单位：元）。

8.政府采购预算完成情况中的“本年计划采购金额”是指本年单位预算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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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和采购预算调整金额的合计数（单位：元）；“本年实际

采购金额”是指实际完成的政府采购金额，即采购决算金额，根据决算报表《机

构运行信息表》（财决附 03表）第 3栏次第 43行“政府采购支出合计”的统计

数（单位：元）填列。

9.资产账实相符程度中的“年末总资产账面金额”是指单位国有资产报表中

资产价值年末数，根据国有资产报表《资产负债表》（财资 01表）中第 2栏次

第 1行资产合计期末数（单位：元）填列；“年末资产清查总额”是指单位资产

清查报告或盘点表中统计的年末单位资产价值总金额（单位：元）。需上传单位

资产清查报告或盘点表作为佐证材料。

10.固定资产处置规范程度中的“本年固定资产减少额”是指单位国有资产

报表中《资产处置情况表》（财资 10表）中本期减少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即

表第 6栏次第 1行固定资产原值小计数（单位：元）；“本年固定资产处置审批

金额”是指严格按照单位国有资产业务管理制度中规定的资产处置审批权限及程

序，实际审批的固定资产处置金额（单位：元）（本指标考核范围不包含固定资

产出租出借涉及的金额）。该指标建议参考资产登记表、资产处置审批单、单位

国有资产报表中的资产处置情况表等资料填写。需上传审核后的资产处置审批单

（审批单数量大于 5份的单位，抽取 5份；审批单数量小于或等于 5份的单位，

全部上传）作为佐证材料。

11.项目投资计划完成情况中的“本年年度投资计划总额”是指以预算年度

为统计口径的基本建设类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单位：元），包括发展改革委安排

的基建项目、同级财政安排的基建项目、其他主管部门安排的基建项目。该指标

建议参考投资计划表、项目概预算表等资料填写；“本年年度实际投资额”是指

本年度决算报表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决算金额，根据决算报表《项目收入支出

决算表》（财决 06表）“基建项目属性”为“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建项目”、

“同级财政安排的基建项目”、“其他主管部门安排的基建项目”的支出数合计

（单位：元）填列。需上传投资计划表或项目概预算表（项目数量大于 5个的单

位，抽取 5份；项目数量小于或等于 5个的单位，全部上传）作为佐证材料。

12.合同订立规范情况中的“本年合同订立数”是指单位本年度签订的全部

合同个数；“本年经合法性审查的合同数”是指在已签订的合同中，严格执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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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审批程序的合同，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需有法务人员参与审批并签字。该

指标建议参考合同文本、合同台账等资料填写。需上传审核后的合同申请审批单

（合同数量大于 5个的单位，抽取 5份；合同数量小于或等于 5个的单位，全部

上传）作为佐证材料。

四、内部控制信息化情况

单位内部控制信息化

覆盖情况
未覆盖

单位内部控制信息化

模块联通情况
共有 0个模块已经联通

是否联通政府会计核

算模块
否

说明：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是指运用信息化手段将内部控制关键点嵌入业务

系统中。对于只具有报表编报或信息记录功能的系统（模块），如部门预算管理

系统（财政版）、部门决算管理系统、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财政版）、

政府财务报告管理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政府会计核算系统、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报告填报系统、与业务无关的内部控制工作辅助软件等未嵌入单位经济

业务及其内部控制流程的系统，不属于内部控制信息化的组成模块。单位内部控

制信息化模块联通是指不同业务的系统模块之间的数据信息能够同步更新与实

时共享。

需上传内部控制信息系统设计文档及系统截图作为佐证材料。使用网络版系

统填报的单位，若以前年度已经上传过相应佐证材料，则无需再次上传；若以前

年度未上传或第一年使用网络版系统填报，则需上传相应佐证材料。使用单机版

软件填报的单位，需上传相应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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