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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文件
杭农科〔2019〕40号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关于严建立同志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整改情况的报告

中共杭州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市审计局：

自 2019 年 10 月 14 日收到《中共杭州市委审计委员会

办公室、杭州市审计局审计报告》（杭委审办社报〔2019〕

20号）后，院党委和严建立同志高度重视，就审计报告指出

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并严格按照周江勇书记

2019第 824号批示精神，明确责任目标，落实整改任务。现

将整改落实情况呈报，请审示。

一、审计整改工作情况

收到杭委审办社通〔2019〕177号审计通知书后，院党

委专题召开会议，提前动员部署，明确要求对照市委巡察整

改问题中涉及到的相关财务问题再次进行自查自纠。

审计期间，院党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正视问题，以强烈

的紧迫意识改正问题，自觉接受，主动配合，及时说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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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同时边审边改、立行立改、立足长效，切实抓好整

改工作。

收到《审计报告》后，院党委立即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

议，进行专题学习、研究和部署，明确院党委书记、院长是

审计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其他院领导对分工范围内的审计

整改工作进行督促和检查，一办二处按照职能分工分别牵头

开展职能范围内的问题整改，并对具体问题逐条进行了剖

析，拟定了整改任务。大家一致认为，审计部门对我院和严

建立同志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审

计报告中指出的我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十分中肯，院各级领

导必须把审计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统一思

想，严肃纪律，举一反三，规范管理，对于审计发现的具体

问题，根据“谁的问题谁整改”原则，各责任部门要采取措施

立即整改。期间，我院认真落实周江勇书记批示精神，多次

赴市审计局、市财政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对接沟通

协调，扎实推进审计整改落实工作。截止目前，审计反馈的

五大类 20个问题以及 3条审计建议，均已基本整改完成。

二、审计整改完成情况

（一）部分预算资金支出管理不够规范

1. 科研基地运行成本费使用不合规。整改完成情况：我

院初步制订了《杭州市农科院科研基地运行经费分配管理办

法》（讨论稿），正在征求意见建议，待进一步完善后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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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范运行经费分配管理。综合处加强该项目预算支出管

理，严格落实预算执行（附件 1）。

2. 车辆运行经费支出较大。整改完成情况：我院车辆车

龄长、车况差是车辆运行费用较高的主要原因，已建立公务

用车集中管理、使用登记制度，定期公开院部车辆派出使用

情况，并初步制订了《杭州市农科院车辆运行管理办法》（讨

论稿），正在征求意见建议，待进一步完善后发文，以规范

车辆运行管理（附件 2）。

3. 部分公用经费挤占项目经费。整改完成情况：因农业

科研项目需要用到水、电，但每次按项目分别安装水表、电

表缺乏可行性，只能按实际使用估算量确定。我院已进一步

规范了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中列支水电费的标准，以加强我

院水电费支出管理，避免公用经费挤占项目经费（附件 3）。

4. 虚列油卡，加油卡结存 45.90万元。整改完成情况：

经与市财政局沟通协商同意，我院预算内“交通费”30474.08

元和“其他交通费”51521元合计 81995.08元全部上缴财政。

加油卡截止目前节余约 19万元因已缴中石化油费无法退回。

自 12 月 1 日起至年底我院除保留 2 辆应急用车和对应油卡

外，其余车辆封存。后续有关加油卡及交通费使用情况将于

2020年上半年再向市审计局、市财政局汇报（附件 4、附件

5、附件 6）。

5. 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 403.56 万元未上缴财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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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成情况：西湖龙井茶科研基地项目因配套用房工程施工

单位内部纠纷及工作人员犯罪，无法提供完整资料进行竣工

决算，经与市财政局沟通协商同意，在我院对结余资金进行

再核实的基础上，由中介审计机构对园区建设等项目进行财

务决算，扣除已代承包商福建华厦公司垫付的农民工工资及

供应商材料款计 72.95万元（其他应收款）后全部上缴市财

政。市财政承诺待该项目彻底完成清算后再由市农科院向市

财政申请所需资金（附件 4、附件 7）。

（二）内部管理不够到位

1. 科研副产品收入监管缺失。整改完成情况：各业务部

门制定了科研副产品收入管理细则，加强科研副产品收入管

理。为减少收取现金，我院综合处已申请办理了支付宝账户，

加强内控管理。我院水产所严格按制度和流程办事，规范码

单填写，做到岗位职责分离（附件 8、附件 9）。

2. 检测收入管理不严格。整改完成情况：制定了《实验

中心检测收费管理细则》，完善了承检项目及价格一栏表，

健全了零星委托检测台账，并加强检测收入管理，明确责任，

对收入及时催收，切实做到应收尽收（附件 10）。

3. 科研项目专项物资采购管理不合规。整改完成情况：

修订了《杭州市农科院科研物资管理办法》，强化采购物资

验收工作，进一步规范出库、入库程序和手续，并由院综合

处加强对业务部门和合作部门进行抽查并提出整改意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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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1）。

4. 绩效评价与内部审计整改不落实。整改完成情况：对

于审计反映的整改未落实的问题，我院已逐条梳理并督促相

关部门加强整改。已于 7月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农业科技

重大推广项目”等 2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下发了《绩效评

价整改通知书》，各相关部门已完成整改并上报。已成立由

院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副院长为成员的内审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院属有关项目进行

内审（附件 12、附件 13）。

（三）科研项目及管理不够完善

1. 科研项目多头申报。整改完成情况：已由科技处负责

约谈涉及的项目负责人，涉及项目提交了情况说明和整改措

施。今后将加强项目申报管理，严格按各个立项管理部门的

立项要求进行推荐，把好项目申报推荐关。同时，加强项目

立项审查管理，申报项目必须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把好项

目立项审查关。

2. 科研项目成果混用。整改完成情况：已由科技处负责

人对涉及项目的负责人、所在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谈话批评教

育，项目负责人已提交了书面的说明情况和整改措施。同时，

加强验收管理，严格按各级立项管理部门的验收办法进行验

收，对明确不能共同资助享用成果的，在验收时不予认可，

并明确要求按项目进行成果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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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项目资料不全。整改完成情况：已责成涉及 34

个项目的负责人对验收材料进行装订成册，部分财务资料不

完善的项目补交了财务表格，并加强与非科技系统相关立项

部门的沟通，对非科技系统项目实行与立项部门要求一致的

管理。同时，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对到期完成验收的项目要

求进行归档成册，规范验收财务表格管理。

4. 项目预期目标未达到。整改完成情况：已责成涉及的

项目负责人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和整改措施，其中“家禽种质

创新及生产应用”项目已补充了 2篇论文。同时，加强对科技

人员培训，要求科学合理制定预期目标，充分考虑项目研究

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可允许一定比例的探索类项目预期指标

不达标，但必须作出说明，并分析其原因。

（四）固定资产管理不够到位

1. 科研设备闲置，使用效率低。整改完成情况：修订了

《杭州市农科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加强闲置设备清理及

调剂使用，提高使用效率，并结合年度清点对全院固定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摸底检查，对各资产重新粘贴条码。清理

出的闲置仪器设备 37 台，已与市财政局沟通联系能否在全

市平台上进行调剂（附件 11）。

2. 弃置不用资产未报废。整改完成情况：针对清理出的

15 台已到达报废年限的资产，目前已按规定办理报废手续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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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资产未入账。整改完成情况：对于西湖龙井茶基

地建设项目中汽车、红茶发酵机、茶叶烘干机等设备已按规

定进行固定资产入账。对于消防通道及种子工程、茶园种植

等资产待中介审计机构对园区建设等项目进行财务决算后

统一入账（附件 15）。

（五）其他方面管理不够规范

1. 物业管理费未及时调整。整改完成情况：该问题涉及

的房产已确权给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并由其出租，由杭州画悦

酒店有限公司承租。因该处房产位于我院本部，自 2017 年

至今仍由我院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经多方沟通协商，目

前我院已与杭州画悦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其中 2019 年

度因酒店于同年 3月开业需承担 1.5个保安费用计 8.25万元

上缴市财政，自 2020 年起在其租赁期内每年承担 2 个保安

费用经我院上缴市财政；另外，物业公司同意 2019 年度支

付 3 万元作为物业费退费，由我院收取并上缴市财政。（附

件 6、附件 16、附件 17）。

2. 新迪基地土地闲置，造成资源浪费。整改完成情况：

该问题反映的我院租赁却闲置的土地已由蔬菜所全部收回，

并已将土地用于科研生产。待我院新基地 2020 年投入使用

后，不再续签租赁合同。

3. 科研副产品创收收入浮动较大。整改完成情况：我院

初步制定了《杭州市农科院创收收入管理办法》（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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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征求意见建议，待进一步完善后发文，以加强科研副产

品创收收入的管理。（附件 18）。

4.4.4.4. 科技激励科技激励科技激励科技激励、、、、创新激励奖金分配发放不尽合理创新激励奖金分配发放不尽合理创新激励奖金分配发放不尽合理创新激励奖金分配发放不尽合理。。。。整改完整改完整改完整改完

成情况：成情况：成情况：成情况：

一是院综合管理部门发放占比较高的整改一是院综合管理部门发放占比较高的整改一是院综合管理部门发放占比较高的整改一是院综合管理部门发放占比较高的整改：：：：审计反映的

激励分配制度已经停止执行，根据市委办发〔2017〕85号文

件，我院制定了《杭州市农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杭

州市农科院横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杭州市农科院财政科

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等 3个管理办法，分别规定 3项

收入中，院管理团队的占比分别是 25%、25%和 15%，而院

管理团队占总人数的比例略高于 25%，因此今年科技创新激

励的奖金分配中，院管理团队人员将会低于全院平均和科研

创收部门（附件 19）。

二是履行职责取得的收入全额作为部门科技激励收入二是履行职责取得的收入全额作为部门科技激励收入二是履行职责取得的收入全额作为部门科技激励收入二是履行职责取得的收入全额作为部门科技激励收入

不尽公平合理的整改不尽公平合理的整改不尽公平合理的整改不尽公平合理的整改：该项收入分配方式己停止执行，2018

年底出台了《杭州市农科院横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2019

年除了将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形式取得的收入作为

可以部分激励的收入外，其余承接农业局等单位的委托性事

务，如市农业局绿色食品认证等收入均不视作横向课题，只

能作为项目经费支出，不能作为激励收入进行分配，此外一

些承担个人的零星收入也不能作为激励收入分配（附件 19）。

三是收入的激励分配未考虑成本费用三是收入的激励分配未考虑成本费用三是收入的激励分配未考虑成本费用三是收入的激励分配未考虑成本费用、、、、资产及人力占用资产及人力占用资产及人力占用资产及人力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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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整改：等因素的整改：等因素的整改：等因素的整改：本院于 2018 年底出台的《杭州市农科院科

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规定对成果转化收入要扣除转化过程

中成本，同时规定成果转化收入的 5%作为院科技发展基金；

同时出台的《杭州市农科院横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则规定，

承接的横向项目按 5%提取管理费，以支付承接项目过程中

占用相关公共资源的成本等，并规定承接的横向科研项目成

本须高于或等于项目合同收款的 35%，非科研项目须高于

70%（附件 19）。

针对《审计报告》中提出的三点审计建议，我院将结合

审计整改，举一反三，补齐漏洞，以点上问题的突破带动面

上工作的推进。切实增强预算意识，合理测算项目的成本及

各项费用安排，严格执行预算，从严控制车辆运行经费，杜

绝公用经费无原则、无标准挤占项目经费现象。进一步加强

各部门统筹整合，强化部门协作，科学配置资源，实现资产

共享，切实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坚持应用性科研导向，大力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突出特色服务当地农业生产，促进科技

成果的有效转化，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附件：1.《关于征求<杭州市农科院科研基地运行经费分

配管理办法>（讨论稿）意见建议的通知》（杭

农科党办〔20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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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征求<杭州市农科院车辆运行管理办法>

（讨论稿）意见建议的通知》（杭农科党办

〔2019〕3号）

3.《关于规范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中列支水电费

标准的通知》（杭农科党办〔2019〕6号）

4.《杭州市农科院会议纪要》（〔2019〕1号）

5.《关于停用全部业务用车的通知》

6. 资金上缴市财政凭据

7.《政府采购工程竣工决算合同》

8.《杭州市农科院科研副产品管理办法》（杭农科

〔2018〕11号）

9. 各部门科研副产品收入管理细则

10.《实验中心检测收费管理细则》

11.《关于印发<杭州市农科院会议费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的通知》（杭农科〔2019〕35号）

12.《杭州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浙新

会绩字〔2019〕005号）、《杭州市财政支出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浙新会绩字〔2019〕

006号）

13.《关于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通知》

14.《关于同意核销固定资产的通知》（杭农科

〔2019〕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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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固定资产入账凭据

16.《物业费合同》

17.《杭州市农科院会议纪要》（〔2019〕2号）

18.《关于征求<杭州市农科院创收收入管理办法>

（讨论稿）意见建议的通知》（杭农科党办

〔2019〕5号）

19.《关于印发<杭州市农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

办法（试行）>等制度的通知》（杭农科〔2018〕

20号）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019年 12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