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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职责

负责对国家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

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

康发展。

二、机构设置

（一）内设机构

临夏州审计局内设机构:办公室、法规审理科、财政金融审计科、重大政策执行审计科、党政和

企业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

科。

（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临夏州审计局下属 1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下设：经济责任

审计一科、经济责任审计二科）。

（三）其他事业单位

临夏州审计局下属 2 个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审计科研培训中心，审计事务中心

（下设：电子数据分析科、电子数据审计科、审计网络信息科）。



第二部分 2022 年临夏州审计局预算表格









































第三部分 部门（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预算总体说明

2022 年预算收入 12659231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0.07%，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659231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元，上年结转 0 元。预算支出 12659231 元，相应比上

年预算数增长 0.0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工资和政策性增资调整。

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安排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674255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0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6756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0.08%

卫生健康支出 517416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0.21%

支出按部门（单位）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工资福利支出 10101885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808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4338 元，资



本性支出 235000 元。

支出按对应的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10101885 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808 元，机关资本性支出（一）235000

元，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0 元，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4338 元。

二、部门（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审计业务费（款）2021 年预算支出 50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

长 0%。

行政运行（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2659231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0.07%。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2022 年预算支出 1467560 元，比

上年预算数增长 0.08%。其中：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467560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0.08%。

三、部门（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2159231 元，其中：人员经费 10316223 元，单位运转经费 1843008

元，专项资金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0.03%。

四、部门（单位）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500000 元，涉及 1 个项目，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00%。主要原因

是：因为去年做预算时将 500000 元列入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专项资金，今天由于财政预算 2.0 新

系统要求将 500000 元列入项目支出内。

五、部门（单位）“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000 元，下降 50%。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 元，下降 0%。较 2021 年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000 元，下降 5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压缩“三

公”经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 元，下降 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 元，下降 0%，较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费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 元，下降 0%，较上年无变化。

（四）会议费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 元，下降 0%，较上年无变化。

（五）培训费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 元，下降 0%，较上年无变化。

六、部门（单位）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1843008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84508 元，增长 0.11%；政府采购预

算 311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89000 元，下降 0.22%，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30000 元，政府

采购工程预算 0 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81000 元（包括：政府购买服务 0 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 4737276.60 元,其中：办公用房 1289 平方米;部门（单位）及所属预算

单位共有车辆 0 辆，价值 0 元;单价 2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2022 年拟采购固定资产约 311000 元，主要包括：（复印机 34000 元，笔记本电脑 156000 元,

印刷费 81000 元，激光打印机 10000 元，办公耗材 30000 元）。



第四部分 部门（单位）绩效管理开展情况说明

一、上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临夏州审计局为正县级行政单位，负责对国家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

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

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

告的结果承担责任，并负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的责任。拟订本州有关审计法规、规章草案，制定

本州审计工作指南、制度并监督执行。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州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专业领域审计工作

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年度审计计划。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实行绩效管理项目 15 个其中：1、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预算的

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2、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分别在

本级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



上一级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结果报告。3、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4、

对国家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5、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

6、对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接受财政补贴较多或亏损数额较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

或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7、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

进行审计监督。8、对政府部门管理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

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9、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

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10、对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事项，依照《审

计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审计监督。11、对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向有

关地方、部门、单位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报告审计调查结果。

12、对各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内部审计，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13、对社会审计

机构的业务质量，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进行监督。14、承办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

交办的其他事项。15、此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审计机关还负责对县级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国

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审计业务费“八不准”专项，涉及



州级财政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500000 元，占部门预算安排总额的 95.88%。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州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单位）收入。按照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州

级部门（单位）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是指州级部门（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五、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

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

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