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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盐津县关于涉粮领域专项审计反馈问题的
整改情况报告

根据云南省审计厅统一部署，全省涉粮问题专项审计组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20 日对盐津县涉粮问题进行了专项

审计，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反馈了审计意见。我县高度重视，及

时安排部署整改落实工作，针对审计组指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逐条逐项认真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细化责

任分工，全力推进整改。截至目前，审计组反馈的 13 个主要问

题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整改做法

（一）提高认识、压实责任。我县高度重视涉粮问题整改，

始终把抓好涉粮问题整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问题

导向，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整改要求，强化组织领导，细化整改措

施，严格落实责任，完善规章制度，扛稳扛实审计整改责任。

（二）细化分工、明确任务。一是围绕审计反馈，及时就整

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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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督促，制定并印发了整改工作方案。二是

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扛牢问题整改责任，坚持审计整改一抓到

底，加强跟踪落实，推进问题整改。三是坚持清单管理，梳理问

题清单，认真分析问题，深入查找原因，问题逐个“挂号”，措

施逐项“销号”，推动整改任务落实，并长期坚持。

二、具体整改情况

（一）审计报告指出问题整改情况。审计报告指出了我县在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粮食安全方针政策与决策部署方面、国有粮食

企业落实粮食政策执行责任方面、国有粮食企业财务的真实、合

法、效益方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廉洁从业方面、其他方

面共五类方面 13个问题，其中粮储局 3 个，国有企业 10个。我

县按照整改要求，对审计发现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改，现已全部整

改完毕。

1.关于“盐津县粮油仓储仓库陈旧，设备老化，不满足现代

安全储备粮油要求”的问题。截至审计时，盐津可使用粮仓 22

间。其中：上世纪 70 年代初和 80 年代初修建仓库 14 间，90 代

年修建 3 间。为当时收购公余粮的临时仓储点，设施简易且老化，

部分为瓦房，不满足现代安全储备粮油要求。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县委、县政府及时安排部署，全面

压实县粮食局和国资局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加强储备仓库设

施设备维护管理；二是按照《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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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低温准低温储备仓容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实际，主

动谋划项目，加强成品粮老旧仓库的提升改造，已安排改造资金

95 万元，改造工程正在实施中；三是根据《昭通市关于省委粮

食安全主体责任专项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昭粮安办

〔2022〕4 号）文件要求，结合《昭通市仓储设施优化利用调整

建议方案》，我县已对接水富市，计划于年底轮换粮食时将代储

于宜宾市稻谷调整代储于水富市，解决我县仓容不足、仓储陈旧

问题，满足现代安全储粮要求。

2.关于“原盐津县粮食局在盐津县粮油公司报销无具体明细

支出费用 27.04万元，其中：违规报销土特产等费用 7.47 万元”

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及时组织人员开展核查工作，责令

经办人就相关情况做出个人书面检查和情况说明，并如实向纪委

监委报告；二是核查原始票据，没有票据部分已及时收缴县发改

局账户；三是加强学习教育，县发改局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组织

干部职工大会对中央八项规定、财务制度等学习，并加强廉政教

育。

3.关于“盐津县发展改革局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20.83 万元”

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盐津县发展改革局已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将该资金 20.83万元上缴县财政。今后将加强财务制度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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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和财务监管，堵塞风险漏洞，确保资金规范管

理。

4.关于“盐津县粮油公司储备业务与经营业务人员和财务没

有分开”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县发改局、财政局、粮食局、国资

局共同研究，联合印发了《盐津县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指导意

见》；二是县粮油公司按照《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制定了《工作

方案》，完成了整改工作；三是新调整任命了董事长、法人和总

经理，进一步理顺公司管理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确保了储备业

务与经营业务人员分开；四是将公司财务账进行分账套独立设

账，专人记账、单独反映，规范设置会计账及专用科目，将政策

性粮油和经营性粮油进行分账套处理；五是对国有粮食从属情况

和融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和清理，完成县粮油公司从县开投公司

剥离，成为隶属于县国资局管理下的一级企业，消除了隐形融资

风险。

5.关于“2020 年 10 月以来，盐津县粮油公司向 3 名无证经

营的个体户购买商品粮（玉米）累计 29.46万公斤，涉及金额 89.01

万元”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并长期坚持。从 2021 年 10 月以来，公

司已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粮食交易必向供应商核实相关经营证

件，杜绝类似事情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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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盐津县粮油公司库存县级储备粮成品粮（大米）保

有量不足 90%”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并长期坚持。一是粮食局全面加强行业

监督管理，确保地方储备粮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落实，确保储备安

全、数量齐全；二是承储企业切实履行储备责任，提前谋划和预

测类似突发情况，做好预案，千方百计无条件确保成品粮库存保

有量不低于 90%。

7.关于“未按规定使用智能粮库系统流程操作和上传数据，

事后人工录入，智能粮库系统未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并长期坚持。一是加强学习培训，2022

年 2 月 22 日公司派遣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全省视频培训会议；

二是明确专人加强对系统的维修维护，并严格按照出入库系统步

骤和相关要求进行出入库操作和上传数据；三是加强监管，粮食

局在粮食出入库期间，加强蹲点检查，确保公司按要求使用系统，

切实发挥其作用。

8.关于“盐津县粮油公司公款私存，涉及金额 4870.2 万元”

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并长期坚持。一是 2019 年审计将公款

私存事宜移交县纪委，县纪委对公司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分；二

是通过 2019 年审计后，已不存在款项转到公司职工个人账户再

转到公司银行账户，同时公司在 2021年 12月开立了收款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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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款通过扫码支付到公司账户。

9.关于“2013 年至 2015 年、2019 年，盐津县粮油公司仅用

自制的收货单做为依据进行货款支付，涉及金额 4619.81万元”

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并长期坚持。县粮油公司对照 2019 年

县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指出问题和责成县粮油公司今后采购粮油

时向供货人索取发票整改要求，立行立改，索证索票、登记建账，

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0.关于“盐津县粮油公司支付虚假运输费用 1.29 万元”的

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 2021 年 12 月 27 日，毛某某等人

已将该资金 1.29 万元退回盐津县粮油公司账户；二是加强公司

财务制度管理，进一步规范报账审批流程，严格审核把关，杜绝

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1.关于“盐津县粮油公司使用公款购买香烟，涉及金额 3.22

万元，其中：2014 年公款购买香烟 2.04 万元；2015 年公款购买

香烟 1.18 万元”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盐津县纪委

发文（盐纪决〔2020〕21 号）对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处分，

警醒全体职工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制度；二是加强中央八项规定和

廉洁纪律方面知识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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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三是加强公司内部监督，完善内控机制。

12.关于“2013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接待无公函、无接待

对象，部分无菜单等，涉及金额 36.94 万元”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公司于 2022 年 3 月制定了业务接待制

度。一是减少非必要接待缩减支出；二是规范接待，完善档案资

料，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3.关于“盐津县粮油公司总经理违规报销费用 0.24 万元”

的问题。

整改情况：已整改。一是刘某某已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将

该资金 0.24 万元退回盐津县粮油公司账户；二是进一步规范财

务制度，全体人员严格遵照执行。

（二）未在审计报告中反映问题整改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反映问题和审计反馈问题清单对比，我县的审

计报告发现问题和被列入问题清单的问题一致，不存在未在审计

报告反映又列入问题清单的问题情况。

（三）审计期间立行立改整改情况

审计期间，审计组指出我县小粮仓宣传推广费和维修管理服

务费未实行专款专用，需要退缴。县粮食局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实

行立行立改，及时对照使用范围进行细致清理，按时将与小粮仓

宣传推广和维护管理服务无关的 14.078 万元支出进行上缴。今

后将严格遵守资金使用管理要求，加强财务人员业务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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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资金管理使用规范。

县粮油公司主要领导“四不直接分管”和“末位表态”制度、

无产权证的国有资产租金上缴等问题，根据审计组要求全面进行

了立行立改，并及时向审计组汇报了情况，该类问题在审计期间

已完成整改，在审计报告和列出问题清单中未反映。

（四）审计移交相关部门处理的问题整改情况

审计报告指出的 13 个问题中，有 5 个问题移交了相关部门

处理，其中涉及需退回资金的问题，已按相关部门的要求责令相

关人员进行了全额退缴，共计退缴资金 22.36 万元。

三、取得的成效

通过对审计组反馈意见的逐项整改，进一步加强了我县党风

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进一步压实了两个责任，对全

县干部职工进行了一次集体的警示教育。全县上下干部作风有了

进一步转变和提升，工作成效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金额类问题整改情况。审计发现涉及金额类的问题共

9 个，其中有 3 个需要进行退缴资金，按照审计整改要求已全部

退缴。同时进一步规范了财务制度，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再教育，

特别是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

（二）建立长效机制情况。为切实加强政策性粮食储备管理，

完善储备粮管理制度，进一步探索适应地方储备的科学储粮方

法。审计反馈以来，我县结合实际先后修订完善县级储备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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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监管、储备粮轮换询价、储备粮质量监管、仓储制度等 39

个制度，扎紧扎密制度笼子，构建堵塞漏洞、解决问题、落实责

任的长效机制。

（三）追责问题情况。我县涉粮审计反馈依法移送相关部门

问题 5 个，目前追责问责 1 人，立案调查处理 11 人，预计 9 月

上旬处理完毕。

（四）非金额类问题整改情况。审计发现问题中非金额类问

题共 4 个，已完成整改。一是完成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进一

步理顺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实现地方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

离，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二是严格落实地方承储企业主体责任，

进一步规范储备粮管理，实施储备粮老旧仓库改造，维护地方仓

储设施设备，满足粮油存储安全；三是粮食主管部门严格落实监

管责任，充实监管力量，切实履行部门监管责任，保障我县地方

储备粮安全。

四、下步工作

下步工作中，我县将继续按照相关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

施，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巩固审计反馈问题

整改成果，不断将整改工作引向深入，促进我县粮食行业新的发

展，推进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的落地落实，为保障粮食安全

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巩固涉粮问题专项审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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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讲话、指示、

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将粮食安全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对已完成的整改

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

（二）加强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内控外联机制。进一步抓好

建章立制长效整改工作，紧盯长期坚持的整改内容，建立长效机

制，审计整改以来我县修订了粮食领域监管、轮换、询价、管理

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工作行为，为粮食工作指明了航向。今后

将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粮食安全重要安排部署，结合

我县实际，进一步理清并完善制度建设，堵塞监管漏洞，确保地

方储备粮存储安全。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转变，树立盐津粮食行业新

风向。进一步强化机关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转变，持续开

展廉政教育，加强警示教育，形成风清正气的良好氛围。以审计

整改为契机，查缺补漏，取长补短，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要求，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树立盐津粮食行业新风向。

2022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