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卫健函〔2020〕666 号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报送2019年度市本级审计工作报告

披露问题整改情况的函

市审计局：

根据市审计局《关于做好2019年度市本级审计工作报告整改工作

的通知》(海审办函〔2020〕1084号)通知要求，现将涉及我部门的整

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市卫健委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行

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1.“医疗卫生项目，预算金额100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由于该指标年底 12 月 20 日下达，代建单位准备相关

支付资料财政年底已封账，未能及时支付，年底财政已收回资金。2020

年初已我委重新申请该资金，并根据按项目进度支付。

2.“病媒生物防制项目，预算金额579800元，实际支出金额8480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由于2019年机构改革与爱卫办合并后原爱卫办单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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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本指标于11月7日调整至卫健委账户，且年底支付时由于支付

局控制单位一般性支出，压单无法支付，年底市财政局已收回。2020

年初向市财政局申请下达2019年的压单资金并完成支付。

3.“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项目，预算金额30000元，市级支出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由于该指标年底12月27日财政封账时下达的资金，无

法及时使用，2019年底财政已收回。

（二）关于“4 家预算单位年初待分配未完成分配 3418.61 万元”

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 22）

1.“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资金项目，年初待分配指标 10630000

元，未分配指标 468000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资金预算 10630000 元，分配

5950000 元，剩余资金主要为 1、新生儿疾病筛查配套经费，2019 年

省级资金已全部配齐，不需要市级配套。2、免费婚检项目等项目按实

际拨款，项目已完成，剩余为结余资金。以上的结余资金 2019 年底市

财政局已收回待分配指标。

2.“学科与专业建设项目，年初待分配指标 5300000 元，未分配

指标 170000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学科与专业建设预算 5300000 元，分配了扶持学科

3600000 元。重点学科 1700000 元已满一个周期，2019 年需要重新进

行下一周期重点学科项目评审工作，2019 年未能分配该项目，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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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市财政已收回待分指标。2020 年安排新周期的重点学科项目资金，

已分配。

3.“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年初待分配指标 2500000 元，未分

配指标 67000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预算 2500000元，分配 1830000

元。这项目是计划生育考核奖励金，根据新政策考核结果进行分配

1830000 元，任务已完成，为结余资金，2019 年底市财政已收回待分

指标。

（三）关于“15 个项目连续 3 年预算执行率低于 50%”问题整改

情况。（台账序号 23）

“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项目。2017 年预算 30000 元，支出 0 元，

执行率 0%；2018 年预算预算 60000 元，支出 0 元，执行率 0%；2019

年预算 30000 元，支出 0 元，执行率 0%”。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这 3 个项目不是我委的本级预算项目，这 3 个项目都

是每年年底市政府进行年终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奖励金，根据

考核情况增加分配给各职能单位。该项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奖

励金只能用于计划生育的工作经费，下达时间由于都较晚，无法开支。

市财政已全部收回计划生育补助专项项目资金。

（四）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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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6 年末银行存款 6515083.59 元，2017 年

末银行存款 5625222.62 元，2018 年末银行存款 4974264.6 元，2019

年末银行存款 8881775.55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1、2020 年已将项目完成的结余项目资金 130 万上缴

国库。2、部分资金 51.7 万在国家开发银行，该账户已被国家开发银

行转为久悬户，账户余额为 0，目前无法上缴，待账户撤销资金上缴

国库。3、剩余资金为相关社保缴费款项和单位往来款。

（五）关于“28 家一级预算单位和 70 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

以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 672 个资金 33372.68 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 26）

1.“疾病预防控制，238334.93 元”“综合事务，329000 元”“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5412.83 元”“打击“两非”专项经费，56331.04

元”“旅游岛三角梅费用，2172 元”“2011 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配套

项目资金（医改项目），359291.42 元”“2013 年中央补助地方中医

药预防保健及康复能力建设资金，164143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我委已将以上资金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上缴市财政局

国库专户。

2.“120 急救中心，465570.8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是基建资金。一部分资金在国家开发银行，该



5

账户已被国家开发银行转为久悬户，账户余额为 0，无法转账。待账

户撤销资金上缴国库。

3.“市“十二五”卫生事业发展研究，54963.5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是基建资金。资金在国家开发银行，该账户已

被国家开发银行转为久悬户，账户余额为 0，无法转账。待账户撤销

资金上缴国库。

（六）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配套项目”问题整改

情况。（台账序号 45）

整改状态：在整改中。

整改情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8 日，268 个建设项目已完工 266

个，完工率 99.25%。未完工的秀英区西秀卫生院异地新建项目因规划

用地性质等原因由原装修项目变更为异地新建，前期项目选址、用地

预审批复等启动较晚，新选地址位于在海口免税城附近，风貌设计要

求较高，项目方案审批时间长达 7 个月，造成该项目在我市整个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中相较于其他项目来说进度较慢，目前

该项目业务用房和周转房分别完成 43%和 57%的工程量，计划 12 月底

主体完工。琼山区甲子卫生院异地新建项目因前期规划调整、办理土

地征收、农转用手续及水田占补指标问题耗时较长，且新选地块为深

坑，综合考虑项目建成使用与安全问题，需要进行填土强夯后再开挖

基础，同时受年初新冠疫情影响，填土强夯工程历经 6 个月，造成该

项目在我市整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中相较于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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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进度较慢，目前该项目业务用房和周转房分别完成 47%和 65%的工

程量，计划 12 月底主体完工。

按“填平补齐”原则，为各基层医疗机构配齐更新医疗设备。省

卫健委负责配齐医疗设备大三件（数字化医用 X 射线系统（DR）、彩

色多普勒超声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小三件（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

仪、尿液分析和十二导联心电图机）、急救站设备六件（呼吸机、除

颤仪、心电监护仪、便携式彩超、洗胃机、吸引器）；市（区）财政

负责健康一体机、村卫生室基础设备等其他医疗设备。目前各区设备

购置已完成与中标商签订合同，并已全部配送到位。

（七）关于“建设海口市辅助生殖中心任务”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 46）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2020 年 8

月投入使用。

二、市人民医院

（一）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人民医院 2016 年末银行存款 115601717.4 元，2017 年末银

行存款 57300780.16 元，2018 年末银行存款 113176208.89 元，2019

年末银行存款 156631652.89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人民医院 2019 年末银行账上剩余资金 1.5 亿元，实

质上为市人民医院一个月资金正常使用量。市人民医院支付人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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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400 万元，支付药品采购款约 4000 万元，支付卫生耗材采购款约

2000 万元，还本付息约 2000 万元，水电物业维修及其他支出约 1000

万元，合计约 1.34 亿元。

三、市妇幼保健院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000元，实际支

出金额1594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指标 2019 年 5 月 22 日下达，为学生眼疾病筛查

项目管理经费，资金用途为项目组织、培训、宣传、督导及管理等。

2019 年按要求开展项目培训，发生培训费支出 1.6 万元，年底财政已

收回剩余资金。今年已强化预算编制的基础性工作，提高预算编制的

科学性、严肃性和绩效性，一方面做到编制的精确科学，另一方面加

强项目的实施进度，提高预算执行水平，对财政支出情况按月进行通

报，跟踪督促每个项目实施进度，截止 11 月底，市妇幼保健院财政专

项资金支出完成率为 83.85%。

（二）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妇幼保健院2016年末银行存款64531684.02元，2017年末银行

存款88812594.82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114709472.8元，2019年末银

行存款129797256.47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妇幼保健院是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银行存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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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自有资金，是滚动的，非闲置资金。每月的医疗收入除了要保障

基本的人员开支、药品耗材款、正常的业务支出外，还有医疗基础设

施维修改造支出。今年受疫情影响，市妇幼保健院的业务收入较同期

下降12%，截止10月底，现金流已为负4561.09万元。

（三）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项目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1.“新生儿抢救中心改造项目，117989.5元”

整改状态：整改中。

整改情况：该项目财务决算工作，2020年8月已支付项目尾款15.95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支付11.8万元，市妇幼保健院自有资金支付4.15

万元。

2.“农村孕产妇缺铁性贫血筛查经费项目，120465.9元”、“农

村妇女两癌检查市级配套资金，241458.5元”、“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缺口资金，80394元”、“5岁以下儿童贫血筛查，75280元”、“妇科

病普查普治，329970.47元”、“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救助，

286729.78元”、“农村孕产妇血清叶酸项目，76466元”、

整改状态：整改中。

整改情况：此7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结余资金合计121.08万元，

2020年12月已支付我院2019-2020年医用设备及材料购置项目（预算大

本）设备款172.18万元，其中财政资金120.5万元，市妇幼保健院自有

资金51.68万元，余0.58万元计划于12月底前返还财政。

3.“解决工程欠款，1137.85元”、“解决工程欠款，1694049.94

元”、“工程垫款，326300元”、“解决工程欠款，138382.9元”

整改状态：整改中。

整改情况：以上4项实际为同一项目，因资金下达的支出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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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故在决算报表中分列填报。该资金为财政为解决市妇幼保健

院妇女儿童医院项目工程欠款及市妇幼保健院垫付工程款问题拨付的

项目结余资金,因为该项目于1995年10月批准立项，1998年7月开工建

设，2001年4月主体大楼封顶，5月因建设资金不到位，被迫停工，2003

年10月资金到位后开工续建,2005年5月完工,大楼从立项至完工,历时

10年,三任院领导，该项目因跨期长领导变更，资料缺失所以至今未办

理决算，加之财务软件升级，原系统无法打开，无法及时对账，导致

部分工程余款和垫付款至今尚未支付及转回冲账，计划于2021年2月底

前完成账务调整。

4.“西班牙政府工程贷款项目，136041.48元”、“南海保障项目，

14901元”、“免费产检，13335元”、“院信息工程，193439.82元”、

“旧房改造，4442.15元”、“还国发行代扣利息，35868.37元”

整改状态：整改中。

整改情况：以上项目为结余资金39.8万元，其中财政项目结余资

金14.08万元，非财政项目结余资金25.72万元，财政结余资金计划于

12月底前返还财政。

四、市中医医院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1.“学科与专业建设项目，预算金额30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于2019年9月拨付至我院项目期1年，由于未能

在12月前完成招标采购，该经费被市财政局收回，2020年市中医医院

向市财政局申请重新拨付该项经费，市财政回复不再拨付，

2.“人才引进与培养项目，预算金额20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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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2020年重新拨付12万元，目前市中医院已支出

8.5万元，执行率70.83%，由于部分该项目进修期为3个月以上，受疫

情影响，部分学员还未结束进修，未能报销费用。

3.“医疗卫生项目(海口市中医医院文明中老院区升级改造项目)，

预算金额20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3000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于2019年11月拨付至市中医院，市中医院支出3

万元，17万元被市财政局收回，2020年市中医院向市财政局申请重新

拨付该项经费，市财政局未予拨付。

（二）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中医医院2016年末银行存款37302823.6元，2017年末银行存

款36412574.3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23016312.62元，2019年末银行存

款38127786.72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反馈市中医院银行存款结余问题，由于市中医

院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事业收入用于保障医院的日常运转，故该存

款需留存在医院基本户。

（三）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资金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公共卫生项目服务经费10000元。”、“医疗卫生保障工作经费

1820元。”、“中医院健康管理督导检查经费40402元。”、“2015

年骨干医师补助资金39667.5元。”、“中央补助地方中医药特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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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项目经费51006元。”、“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考核项目资金3000

元。”、“骨干医师培训经费14000元。”、“骨干医师学员生活补助

60000元。”、“学科建设30000元。”

整改状态：整改中。

整改情况：针对本年度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市中医院积极查找

原因，并进行整改。其中：2015年骨干医师补助资金39667.50元、骨

干医师培训经费14000元、骨干医师学员生活补助60000元、学科建设

30000元，以上项目为省卫健委下拨经费并派出医师到我院培训，由于

未有医师报到，故经费未能支出；公共卫生项目服务经费10000元、医

疗卫生保障工作经费1820元、中医院健康管理督导检查经费40402元、

中央补助地方中医药特色技术支出项目经费51006元，中央补助地方公

共卫生考核项目资金3000元，以上项目为项目期已经结束，项目已执

行完毕的结余经费。通过整改，市中医院加强专项经费管理，定期召

开专项经费进度会议，明确项目建设期、项目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及

时上报项目进展情况。

五、市第三人民医院

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改情况。

（台账序号 25）

“市第三人民医院2016年末银行存款25365869.36元，2017年末银

行存款25821421.86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30509428.17元，2019年末

银行存款20191977.74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差额拨款单位，90%的资金需求要通

过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进行补充。2019年末的银行存款20191977.74元，

全部为医院的自筹资金。由于医院的运营受行业季节性影响较大，特

别是第一季度正处于春节期间，现金流入较少，而市第三人民医院为



12

保证职工工资的按时发放和药品耗材的正常采购，每月的平均现金流

出量约为2500万元左右。为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每年年底的

银行存款余额都会比其他月份要高一些。

2020年市第三人民医院受疫情冲击较大，除了派出30名医务人员

支援武汉外，还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到徐闻、海口火车站、南港等疫

情防疫点开展防控工作。在医院现金流入较少的情况下，正因为有了

2019年年末留存资金的支持，使市第三人民医院艰难地挺过了困难时

期，出色完成了政府布置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为更好地

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市第三人民医院积极推进各个项目的实施进度，

截至2020年7月，银行存款期末余额只有958万元，比上年年末的银行

存款余额下降了50%。截至2020年12月，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银行存款余

额处于维系医院正常医疗活动运转所需的基本循环资金链范围。

六、市第四人民医院

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改情况

（台账序号 25）

“市第四人民医院2016年末银行存款6253497.48元，2017年末银

行存款4604413.96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6802541.96元，2019年末银

行存款16825255.78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第四人民医院为差额拨款单位，90%的资金需求要通

过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进行补充。2019年末的银行存16825255.78 元，

全部为医院的自筹资金。由于医院的运行受行业时间性影响较大，特

别是第一季度正处于春节节假日期间，现金流入减少，物资储备量增

多，市第四人民医院为保证职工工资按时发放及药品耗材正常采购、

供应商正常付款等相关日常运营支出，为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银行存款账户都会预留一部分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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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市第四人民医院临时被征用为疫情定点医

院，除了派出部分义务人员支援武汉外，还派出多名医务人员到各个

机场、港口等疫情防疫点开展防控工作，还要做好院内员工预防及患

者救治工作，在医院现金流入较少的情况下，正因为有了2019年年末

留存资金的支持，才能艰难地挺过困难时期，出色完成了政府布置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为今后开展医疗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七、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项目，预算金额200000元，实际支出金

额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2019 年 12 月市财政局下达后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未

及时安排用款进行支付，年底财政已收回资金，2020 年市骨科与糖尿

病医院重新申请该资金。“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项目”用于补助市

骨糖医院人才工作站费用支出，在该笔专项资金下达之前，市科与糖

尿病医院人才工作站费用支出以自有资金垫支。自2019年11月至2020

年 10 月，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自筹经费累计垫支人才工作站费用支出

20.62 万元。2020 年 10 月，本项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项目 20 万元

已全部支出完毕。

（二）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2018年末银行存款5735185.13元，2019年

末银行存款3845572.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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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骨糖医院2018年12月月末、2019年12月月末银行存

款余额较高，主要是因为在1月份需要发放年终绩效奖励，需要资金数

额较大，在1月份发放完年终绩效奖励后，1月末银行存款余额减少到

正常水平，未存在银行存款资金长期闲置的情况。

八、市疾控中心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1.“其他人员支出项目，预算金额30942.72元，实际支出金额0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会计核算于2019年12月25日封账停止支付，该笔资金

下达时间较晚来不及使用。

2.“禁毒管理项目，预算金额739446.14元，实际支出金额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桂林洋美沙酮自助服药试点建设项目总金额为

1,349,446.14元，按会计核算站支出经济分类要求分成两笔下达，

739,446.14元是属于基建类，610,000.00元是属于设备类。该项目我

中心已于2019年10月份完成公开招标，我中心已于2019年12月18日按

合同支付第一30%款项220,500.00元。工程于3月5日开工建设，7月份

完工。

3.“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475000

元，实际支出金额30184.51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前期为了按时按量完成海口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下的《创

建海口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大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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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费已从我中心业务经费中支出。

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项目，预算金额170000元，实际

支出金额30170.77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下达时间较晚，因此支出进度较慢。

（二）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6年末银行存款1084600.27元，2017年

末银行存款1332183.08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3326007.12元，2019年

末银行存款2861928.93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经了解核实，市疾控中心2016-2019年度单位银行存款

为各项目运转经费，非闲置资金。具体情况是: 1、购置非免疫规划疫

苗成本，滚动支付；2、上级下达上科研合作项目经费；3、其他应付

账款挂账项目结余。

（三）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资金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省疾控拨气候变化课题经费13113.6元。”、“中国疾控传染病

预防控制所拨收集登革热媒介数据及现场调查工作经费73032.7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疾控中心已于2020年3月31日将上述款项上缴财政专

户。

九、市皮精所

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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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序号 25）

“市皮肤性病和精神病防治所2016年末银行存款3037332.32元，

2017年末银行存款2350820.07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2525096.8元，

2019年末银行存款3034533.93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2019 年末银行存款 3034533.93 元，主要是一、城投

土地赔偿麻风病项目资金结转 112 万元，该土地赔偿款为 2010 年麻风

病人搬迁存入本单位账户，发放对象为麻风病康复病区的麻风病人，

用于麻风病人重症支出、生活困难等补贴，直至土地补偿款用完为止。

现每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每人每月 500 元。二、与琼山皮防所并账工

作尚未完成，并账后即需支付药品、耗材及审计费用 37 万元。三、业

务项目工作经费主要为麻风病（症状监测、知晓率调查）、艾滋病及

皮肤性病等防治经费 26 万元，精神病免费服药项目患者医保报销购药

款 39 万元，跨年度项目按工作进度支付。四、剩余存款为皮肤性病药

品及耗材运转费、美沙酮配送费及白龙运转费、人员等经费按需支付。

十、市120急救中心

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改情况

（台账序号 25）

“市120急救中心2016年末银行存款649990.49元，2017年末银行

存款207885.83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890609.03元，2019年末银行存

款622429.3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120急救中心现有编外人员88人，2016年编外人员工

资费用支出数市501.16万元，市财政拨款编外人员工资费用是199.12

万元；2017年编外人员工资费用是514.45万元，市财政拨款编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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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费用是199.12万元；2018年编外人员工资费用是585.36万元，市

财政拨款编外人员工资费用是210.77万元；2019年编外人员工资费用

支出数是610.22万元，市财政拨款编外人员工资费用是295万元。费用

不足部分都要从基本户的自有资金中开支，用于编外人员的工资、社

保等，因此，不存在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的问题。

十一、市医疗保健局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2019年综合事务项目，预算金额3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首先，市医疗保健局严格按照年度编制预算和政府采

购工作流程推进办公设备购置工作，2019 年 12 月初，市财政局突然

口头通知支付局统一压缩我市各预算单位一般性支出，使得市医疗保

健局正常的办公设备采购资金等各项经费无法按时支付，2020 年市财

政局统一下达了去年压缩的一般性支出指标后，市医疗保健局于今年

2 月完成该项资金的支付，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28296 元，支出率达

96%。市财政局去年底对全市各预算单位暂停支付一般性支出的临时决

策，直接导致综合事务 3 万元采购资金支出为零的情况，市医疗保健

局已经于今年 3 月 20 日、4 月 20 日、7 月 17 日三次向贵局提交了情

况说明和自查整改报告，并认真搜集 2019 年 12 月资金申请表、财政

局下达资金文件、2019 年办公设备采购、2020 年 2 月报账手续资料等

佐证材料一一进行复印、盖章、上报、提交，市医疗保健局再次恳请

贵局撤销此项审计内容。

其次，为积极主动支持配合审计工作，举一反三，杜绝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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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市医疗保健局对于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工作进一步规范管理，

坚持解决具体问题与促进完善制度并重，于 7 月 13 日制定并公布《海

口市医疗保健局重大决策制度》，提高决策效率，认真统筹规划，已

于 9 月完成 2020 年的办公设备采购计划及支付手续办理工作。

（二）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医疗保健局2016年末银行存款112922.57元，2017年末银行存

款17007.28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12849.29元，2019年末银行存款

16779.05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2016年底基本户存款是财政统一拨付用于补缴本单位

2014年10月至2016年5月的社保、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的经费，当时市

医疗保健局按照市财政局统一安排的时间节点进行支出经济分类调

整、核算、缴费等手续办理，到2017年下半年完成补缴支付工作（见

附表），该存款不属于长期闲置资金没有发挥应有效益的资金。

十二、市中医药学校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学生资助专项资金，预算金额21200元，实际支出金额0元。”、

“学生资助专项资金，预算金额226480元，实际支出金额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财政已回收未支出指标。

（二）关于“15个项目连续3年预算执行率低于50%”问题整改情

况（台账序号23）

“学生资助补助专项资金”项目。2017年预算350000元，支出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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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执行率16.29%；2018年预算预算334710元，支出41960元，执行率

12.54%；2019年预算247680元，支出0元，执行率0%。”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财政在来年已回收未支出指标，学校将合理安排预算

支出，加强资金使用效率。

（三）关于“21家单位62个预算项目未实施，涉及预算资金

106,474.23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4）

“辅助设施建设与维护项目预算批复数365100元，调整金额

-365100元，预算调整率-100%”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是学校中医药文化宣传园地建设项目，因学校

被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2020年完成撤销，为避免浪费，该项目2019年

不再实施，2019年末财政已收回资金。

（四）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中医药学校2016年末银行存款1324465.77元，2017年末银行

存款1005017.3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835109.88元，2019年末银行存

款923427.27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基本户闲置的资金中32.86万元已上缴财政，剩余资金

为代收水电费用和社保费用。

（五）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资金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1.“教育拨校安工程款项目，48480.04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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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教育拨校安工程款项目结转的剩余质保金48,480.04

元已于2020年5月转付施工单位，结清所有工程欠款。

2.“教学校项目，450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系原教学楼项目 1997 年建设时安装电表时缴交

的保证金，经查账核实，该项资金结余供电公司已在 2002 年冲抵学校

10-11 月电费，但会计未及时做冲账处理，导致仍然挂账，已报会计

做冲账处理

3.“培养经费，328573.65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是财政安排的乡村医学生委培经费，所有学生

2018年7月毕业，该经费已不再使用，已于2020年10月份上缴财政部门。

十三、市计生服务中心

（一）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016年末银行存款92589.03元，2017年末

银行存款74160.14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110511.05元，2019年末银行

存款123362.39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2020年银行存款为：74599.93元，已比2019年减少

48762.46元，上缴了财政22467.29元， 剩余的银行存款用于代扣在职

人员养老，社保款。

（二）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资金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生殖文化咨询和保健服务项目，22467.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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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为以前年度的结余，近几年没有该专项支出所

以一直结余，现已将该笔资金转入国库。

十四、市卫生监督局

（一）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卫生监督局2016年末银行存款603086.6元，2017年末银行存

款203617.15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182188.86元，2019年末银行存款

181856.83元”

整改状态：未整改

（二）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资金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市卫生监督局传染病经费项目，3000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市卫生监督局已于2020年4月3日将上述款项予以收回

市财政统筹使用。

十五、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一）关于“36家市一级预算单位和101家二级单位435个项目执

行指标支出完成率低于20%”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1）

1.“基本养老服务与管理项目，预算金额80000元，实际支出金额

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资金为2019年预算，用于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

2019年6月，我单位转隶至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海南省卫健委

《关于做好机构改革后老龄工作业务移交的通知》要求，该项职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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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交由海口市民政局负责，我单位不再具备，故无法支出，2019年年

底市财政已收回资金。

2.“其他人员支出项目，预算金额740864元，实际支出金额67472.8

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资金为2019年预算，该资金为医疗补助，由于

2019年单位人员退休及调出，故未完成支出进度，2019年年底市财政

已收回资金。

3.“工会经费项目预算金额10168.6元，实际支出金额0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资金为 2019 年预算，该资金根据在职人员数量

自动生成，按照财政规定需转入单位工会账户。由于我单位未建立工

会，故该资金无法转入工会账户，2019 年年底市财政已收回资金。

4.“其他人员支出项目，预算金额294041.4元，实际支出金额

25695.83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资金为2019年预算，该资金为医疗补助，由于

2019年单位人员退休及调出，故未完成支出进度，2019年年底市财政

已收回资金。

（二）关于“21家单位62个预算项目未实施，涉及预算资金

106,474.23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账序号24）

“基本养老服务与管理项目，预算金额80000元，调指标预算整金

数80000元，预算调整率0%”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该项目资金为2019年预算，用于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

2019年6月，我单位转隶至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海南省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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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机构改革后老龄工作业务移交的通知》要求，该项职能职

责交由海口市民政局负责，我单位不再具备，故无法支出，2019年年

底市财政已收回资金。

（三）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

改情况。（台账序号 25）

“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末银行存款610535.02元，2017

年末银行存款533566.34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569457.39元，2019年

末银行存款569664.86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基本户闲置的2010年结余居家养老试点工作经费

23,055.00元,已于 2020年8月19日退回海口市财政国库（财政授权支

付凭证号：第v8218002228号）。2016年海口市社区居家养老信息服务

系统中心运营管理费、老人手机通讯费结余资金371,051.68元，已于

2020年9月28日退回海口市财政国库（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号：第

v8218002640号）。截至2020年11月30日单位基本户余额183106.77元，

剩余资金为代收社保费用。

（四）关于“28家一级预算单位和70家二级单位连续结转两年以

上未使用未清理项目672个资金33,372.68万元”问题整改情况。（台

账序号26）

“居家养老试点工作经费项目23055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已于 2020年8月19日退回海口市财政国库（财政授权

支付凭证号：第v8218002228号）。

十六、市健康教育所

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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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序号 25）

“市健康教育所2017年末银行存款1.16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

321.06元，2019年末银行存款1319.67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2019年年末银行存款1316.9元，其中：944.25元为待扣

社保，325元为待扣职业年金，50.42元为银行利息，未存在长期闲

置资金。

十七、市计划生育协会

关于“预算单位资金长期闲置未能发挥应有效益”问题整改情况

（台账序号 25）

“市计划生育协会2016年末银行存款149821.15元，2017年末银行

存款57746.99元，2018年末银行存款47279.77元，2019年末银行存款

90427.85元”

整改状态：已完成整改，申请销号。

整改情况：经支付局会计站主管会计账务查询与核实，2016年存款

149821.15元，2017年存款57746.99元，2018年存款47279.77元，2019

年存款90427.85元，属于历年上级拨款结余和社保资金结余。该存款

不属于长期闲置资金没有发挥应有效益的资金。

此报告。

附件：1.2019 年度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工作报告披露问题整改台账

2.市卫健佐证材料

3.市人民医院佐证材料

4.市妇幼保健院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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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中医院佐证材料

6.市第三人民医院佐证材料

7.市骨糖医院佐证材料

8.市疾控中心佐证材料

9.市医疗保健局做佐证材料

10.市计生服务中心佐证材料

11.市老龄办佐证材料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12月21日

（联系人：吴华，电话：68707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