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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南市财政局党组关于脱贫攻坚专项 
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市委第

二巡察组对淮南市财政局脱贫攻坚进行了专项巡察，10月 10日，

市委巡察组向淮南市财政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

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截至目前，市委第二巡察组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市财政局反馈

的 7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1.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策学习不够精准。市财政局

党组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脱贫攻坚工作不足，对脱贫攻坚政策

组织学习不到位，联系财政部门扶贫工作实际组织专题研讨少，

促进学习成果转化有差距。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2019年 11 月起，全文学习一遍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等，计划安排党组脱贫攻坚专题学习 8次，已完成 8 次。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全面系统掌握中央对于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促进

学习成果转化，使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在财政

部门落地生根。 

完成情况：已完成（2020年 1 月） 

2.落实脱贫攻坚政策主动创新意识不足。面对脱贫攻坚决策



— 2 — 

部署新要求、各种扶贫政策的新规定时，满足于完成一些规定动

作，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工作思路做得不够，办法措施不多。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一是落实专项扶贫资金增长机制。

按照市委、市政府脱贫攻坚任务部署，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底

线目标任务，做好财政扶贫资金保障工作。全面落实《淮南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实施意见等两个脱贫

攻坚配套文件的通知》（淮府办〔2016〕12号）文件要求，2019

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4195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安排资金 13002万元；省级财政安排资金 9852万元；市级财政

安排资金 4900万元，比 2018年增加 10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增量是本级地方财政收入增量的 125%；县财政安排资金 14201

万元（包括山南七乡镇县级投入 1795万元），比 2018 年增加

2795.5 万元。市县均按照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量的 20%或 10%以

上增列专项扶贫资金预算。二是创新财政支持脱贫攻坚的方式，

开展资产收益扶贫。我市积极实施资产收益扶贫民生工程项目，

做好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工作，制定《2019 年淮南市

资产收益扶贫实施方案》，与农业、扶贫部门分工协作，多次对

资产收益扶贫项目进行指导。与县区财政局签订责任书，督促县

区认真开展资产收益扶贫工作。2019年投入财政资金 5127万元，

安排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83 个。三是开展扶贫项目资金专题调研。

市财政局会同市扶贫办联合组成调研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

对有扶贫任务的县区的整改情况和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进行调研。对调研中发现的支出进度缓慢、扶贫资金使用不规范



— 3 — 

等情况要求县区立即整改, 督促县区落实脱贫攻坚财政政策。 

完成情况：已完成（2019年 12月） 

3.党建引领扶贫工作意识不够。没有真正把抓好脱贫攻坚工

作上升到党的建设高度，没有把扶贫工作与局机关党建工作联系

起来。部分干部职工对扶贫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扶贫是

扶贫部门的职责，自己只要按照扶贫办的方案把资金划下去就算

完成扶贫工作任务了；有的认为扶贫是相关业务科室和扶贫工作

队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扶贫的合力没有形成。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一是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和思想

转化。系统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三农”

工作论述摘编》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牢牢把握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新形势新部署新要求。二是搭建

局机关基层党建工作与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联系平台。坚持并完

善局机关党委联系基层联系群众“两共建、三关爱”党建工作制

度，进一步搭建局机关基层党建工作与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联系

平台。2019年 11月 29 日，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瑞昌到市财政局

定点扶贫村大通区孔店乡河沿村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

报告会之后，局机关干部职工和河沿村党员、群众、贫困户等共

同开展了“敬业奉献促脱贫攻坚”道德讲堂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组织党员志愿者还开展了慰问贫困户活动。2020年 1 月 14日，

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瑞昌率党员志愿者到扶贫村开展两节慰问活

动。2020年 1 月 17 日下午，市财政局开展“我们的节日——春

节”文化传播活动，全局干部职工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为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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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党建引领扶贫工作，市财政局把驻扶贫村工作队员以及村支

“两委”班子成员邀请到场参加活动。 

通过上述措施，市财政局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意识进一步增强。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局党组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加

强财政部门党的建设，增强政治能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局机关党委、

各党支部推进党建工作的落实和党员教育，提升认识水平，切实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带动整个社会民生的极大改善，在推进党建引领扶贫中，

牢固树立“一盘棋”观念。二是进一步增强学习意识。通过党员

活动日、“三会一课”等载体强化学习,深刻领会脱贫攻坚各项政

策。加强扶贫业务学习，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动力。

三是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在市财政局大力支持下，河沿村坚

持“抓党建聚合力 兴产业谋发展 强基础促脱贫”，把农村基层

党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引擎，立足精准扶贫，着力项目建设，提

升“双基”水平，贫困户生活明显改善，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基

础设施不断夯实，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

年来河沿村被评为市级文明村、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市级卫生

村、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驻村扶贫工作队被评为全市优秀驻村

扶贫工作队，扶贫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当地群众的高度认可。 

完成情况：已完成（2020年 1 月） 

4.扶贫资金拨付督促不够。市财政局对扶贫资金使用缺乏主

动作为的意识，没有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督促各相关部门及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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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对扶贫资金规范化使用的重视程度，切实承担起资金支出的

主体责任，加大对项目建设的推进力度，保障扶贫资金按时按质

拨付。2016年以来，每年的财政扶贫资金及项目管理检查中，均

发现存在扶贫资金拨付进度较慢的问题。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一是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制度。按

照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要求，对《淮南市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淮

财农〔2016〕323 号）和《淮南市财政局 淮南市扶贫办 淮南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淮南市民委 淮南市农业委员会 淮南市林业

局层转财政部 扶贫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农业部 林业

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淮财农

〔2017〕506 号）文件进行修订，制定了《淮南市财政局 淮南市

扶贫办关于印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负面清单”》的通知（淮财

农〔2019〕302号），并下发到县区和有关单位。二是开展扶贫项

目资金督查。市财政局会同市扶贫办联合组成调研组采取“四不

两直”的方式，对有扶贫任务的县区的整改情况和财政扶贫项目

资金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对调研中发现的支出进度缓慢、扶贫

资金使用不规范等情况要求县区立即整改, 督促县区落实脱贫

攻坚财政政策。三是通报扶贫资金支出进度。严格按照《安徽省

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规程》，规范项目管理，按照“两个一律”要

求，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市财政

局、市扶贫办下发了《关于 2019年 1-9月份扶贫资金支出进度

的通报》，对扶贫项目实施进度较慢的县区进行通报，督促县区

加快扶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截至到 2019年底，全市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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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41955 万元，支出 40355.34

万元，支出进度 96%。 

完成情况：已完成（2019年 12月） 

5.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市财政局对各县区财政系统相关业

务指导力度不足，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台账设置不规范，资金管理

不到位。2016年以来，在财政支付脱贫攻坚专项检查时，发现部

分县区存在扶贫项目资金拨付未区分项目和资金级次、扶贫资金

未及时录入扶贫资金监管系统、未建立扶贫专项资金台账等问题。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一是完善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规程,

规范资金分配。完善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规程，转发《安徽省扶贫

项目资金管理规程》，按照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规程规范扶贫项目

资金管理，市级扶贫资金分配，由市扶贫办提出分配意见，经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市财政局依据分配意见下达到县区，

并将资金分配文件抄送市直有关部门,明确了扶贫资金管理的职

责划分。二是督促县区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台账。市财政局会同市

扶贫办联合组成调研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有扶贫任务

的县区的整改情况和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情况进行了调研，对

调研中发现的台账不完整的县区要求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台账。三

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各县区以县级脱贫攻坚规划

和项目库为依据，以财政扶贫资金总台账为基础，建立财政扶贫

资金动态监控平台。2019年全市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录入各级

扶贫资金 14.7亿元，涉及项目 411 个。完成录入扶贫资金项目

绩效目标申报 411 个，绩效目标申报审核比例达到 100%;完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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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数据导入 13.7亿元，支付比例 93.1%。系统的有效运用实现财

政扶贫资金运行过程可记录、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溯、绩效可

跟踪，有效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促进阳光扶贫、廉洁扶贫。 

完成情况：已完成（2019年 12月） 

6.扶贫资金未能及时发挥效益。扶贫资金未能及时发挥效益。

市财政局对各县区扶贫资金使用进度跟踪督促力度不足，扶贫资

金结余过大，长期闲置无法发挥效益。2015年底财政扶贫资金结

余 2155.84万元，2016 年 11月底，仍有结余资金 1003 万元未投

入使用。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一是清理排查以前年度扶贫资金

结余。为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对历年扶贫资金结余资金清理,

截止 2019 年 11月底只有寿县 2018 年结余 138.37 万元，全部为

质保金，2019 年底已全部支出。二是加快项目实施和扶贫资金支

出进度。严格按照《安徽省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规程》，规范项目

管理，按照“两个一律”要求，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加快项目实

施和资金支出进度，全市 2019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

金 41955 万元，支出 40355.34万元，支出进度 96%。三是对 2019

年财政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根据安徽省扶贫办、安徽省财政

厅要求，市扶贫办、市财政局从资金投入、资金拨付、资金监管、

资金使用成效等方面对全市 2019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进行

了绩效评价。 

完成情况：已完成（2019年 12月） 

7.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存在重投入、轻监管、重支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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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现象，对基层财政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监管力度不够。2018 年

扶贫专项巡察中，发现各乡镇财政所均不同程度存在白条入账、

发票复印件入账、贫困村违规发放津补贴等现象，有 6名基层财

政系统干部被问责。 

整改成效及追责问责情况：一是开展扶贫项目资金专题调研。

市财政局会同市扶贫办联合组成调研组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

对有扶贫任务的县区的整改情况和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进行了调研。对调研中发现的支出进度缓慢、扶贫资金使用不规

范等情况要求县区立即整改。二是加强对县（区）财政局及乡镇

财政所业务指导工作。有计划地安排开展对全市县(区)财政局、

乡镇财政所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村干部的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

作。2019 年 10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举办了“乡村财政事务管

理业务”培训班，2 县 8区财政局乡财工作人员、分管领导和 73

个乡镇财政所所长共计 96人参加培训。经过培训，使得基层财

政工作人员更加熟悉国家惠民惠农相关政策和财经法律法规，熟

练掌握相关业务操作流程。三是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的日常监管工

作。市财政局乡财科多次到县区财政所进行业务指导，督促县乡

财政部门要严明财经纪律，严把财政资金审核报销关，确保财政

资金安全。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随机抽查了寿县财政局、窑

口镇财政所，采用审阅资料、座谈交流、抽查凭证和现场查看等

方法，从制度建设、重点资金监管、基础管理、监督检查、工作

创新等五个方面对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和惠农补贴发放管理工作

进行了审核。进一步强化了县乡财政部门责任意识，提高我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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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财政事务管理整体绩效评价水平，推进我市乡村财政资金监管

能力的提升。 

完成情况：已完成（2020年 1 月）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

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 0554-6667811；邮政

信箱，淮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山南新区）和悦街 86 号民生大

厦 723室；电子邮箱 14178961@qq.com。 

 

 

 

中共淮南市财政局党组 

                            2020 年 6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