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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公共投资建设项目
的审计监督，提高公共投资建设项目质量和成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是
指政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且拥有建设、运
营实际控制权的建设项目，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建设的公共性、公益性建设项目。包括：

（一）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占项
目总投资的比例超过50%的建设项目；

（二）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占项目总
投资的比例为50%及以下，但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拥有项目建设、运营实际控制权的建设项目；

（三）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非国有投
资主体合作建设，政府或者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将取
得部分或者全部所有权的公共性、公益性建设项目；

（四）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投资建设，通过政
府定价、特许经营等方式取得收益的公共性、公
益性建设项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审计的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

第三条 本市审计机关开展公共投资建设
项目审计监督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本
级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

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审计
机关开展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所需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

第五条 审计机关每年应当向本级人民政
府及上一级审计机关报告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的
审计情况。审计中发现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本
级人民政府及上一级审计机关报告。

第二章 审计范围和管辖

第六条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的主要内
容为：

（一）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
（二）项目用地的取得和土地利用情况；
（三）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
（四）合同签订、履行及变更等管理情况；
（五）工程造价控制情况；
（六）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环境保护情况；
（七）投资绩效情况；
（八）特许经营活动情况；
（九）有关政策措施执行情况；
（十）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审计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应当重点

关注和揭示下列事项：
（一）决策失误或者重复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浪费；
（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或者涉嫌犯罪线索；
（三）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或者制度方面的问题。
第八条 审计机关开展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

计，应当根据项目建设的具体情况，确定项目的建设
单位或者其委托进行建设管理的单位为被审计单位。

审计机关可以将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有关
的可研、勘察、设计、环评、招标、施工、监理、供
货、咨询等单位和个人列为审计调查对象。审计
机关对审计调查对象与项目资金有关的财政、财
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调查。

第九条 审计机关根据公共投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管辖；不能

根据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的，根据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关系确定管辖。

两个以上国有资本投资主体投资建设的公
共投资建设项目，根据主要投资主体确定管辖。

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投资建设的公共投资建
设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管辖。

第十条 市审计机关可以将其管辖范围内
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授权区县（自治县）审计机
关管辖，也可以直接审计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
管辖范围内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但应当防止不
必要的重复审计。

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由于特殊原因不能
行使管辖权的，由市审计机关指定管辖。

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对管辖权发生争议
的，由市审计机关指定管辖。

第三章 审计实施

第十一条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应当按
计划实施。

市、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应当根据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本办法确定的审计范围、项目情
况，编制本级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
年度审计计划应当明确被审计的建设项目、被审
计单位、审计类型、审计时间等。

区县（自治县）审计机关编制的公共投资建
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应当经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审核，报市审计机关审批后执行。市审计机
关编制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年度审计计划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年度审计计划在执行中
确需调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执行。

审计机关应当将经批准的年度审计计划及
时通知发展改革、财政、有关建设主管部门、项目
建设单位和被审计单位。

未纳入年度审计计划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或者项目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
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工程结算审
核和竣工决算审计。

第十二条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根据审
计的侧重以及项目建设的实施情况分为概（预）
算执行情况审计、工程结算审计、竣工决算审计、
跟踪审计等审计类型。

第十三条 纳入年度审计计划的公共投资建
设项目具备下列条件后，审计机关应当开展审计：

（一）实施工程结算审计的项目，项目已办理
工程结算并能提供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与工
程结算审计相关的资料；

（二）实施竣工决算审计的项目，已完成交
（竣）工验收、编制工程决算并能提供本办法第十
四条规定的与竣工决算审计相关的资料；

（三）其他类型的审计项目，按照年度审计计
划确定的时间实施。

审计机关开展审计应当成立审计组，并向被
审计单位发送审计通知书、资料提供要求等。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可
以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下列资料（包括文档资

料、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被审计单位应当在审
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不得拒绝、拖延，并对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一）立项审批、设计概算、规划许可、建设用
地许可等文件；

（二）勘察、设计成果文件，施工图审查文件等；
（三）招投标资料、合同文件等；
（四）工程竣工图，隐蔽检查资料，现场签证，

工程变更、索赔资料，交（竣）工等验收资料；
（五）与项目建设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
（六）工程结算书、工程决算报表等资料；
（七）有关部门和单位出具的检查结论；
（八）审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五条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可

以要求审计调查对象提供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
有关的资料（包括文档资料、电子数据和视听资
料），审计调查对象应当在审计机关规定的期限
内提供，不得拒绝、拖延，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负责。

第十六条 审计机关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可
以要求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有关的行政管理机
关提供与项目有关的资料（包括文档资料、电子
数据和视听资料），有关机关应当配合。

第十七条 审计机关开展公共投资建设项目
审计，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有法定资质
的社会中介机构中建立目录库，并委托其中的社
会中介机构或者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与审计。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
和聘请的专业人员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审计机关使用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和聘请
的专业人员的工作结果作为审计证据的，应当建
立健全审查复核机制，并对利用其工作结果所形
成的审计结论负责。

第十八条 审计机关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委托审计事项所需的资质；
（二）近3年内未受过相关行政处罚或者行业

自律组织处理；
（三）与参与审计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无利

害关系，包括未参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的预算编
制及审核、结算编制及审核、跟踪审计及过程控
制咨询工作等。

第十九条 审计机关聘请的专业人员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委托审计事项所需的专业技术职
称、执业资格和职业胜任能力；

（二）近3年内未受过相关行政处罚或者行业
自律组织处理；

（三）与参与审计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无利
害关系，包括未参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的预算编
制及审核、结算编制及审核、跟踪审计及过程控
制咨询工作等。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方式方
法获取审计证据：

（一）通过检查、观察、询问、分析、外部调查、重
新计算、拍照、录音、录像、复制等方法获取证据；

（二）通过无人机、卫星遥感、地质雷达等技
术对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实体进行检测获取证据；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取证方式方法。
第二十一条 审计机关有权对社会中介机

构出具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相关报告进行核查。
审计机关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可以将审计核

查结果和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派出审计组对有关

事实认定的证据材料，应当送相关单位或者人员
进行核实及确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应当于证
据材料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并签
名或者盖章。

不能取得签名或者盖章但不影响事实存在
的，该证据材料仍然有效，审计人员应当注明。

第二十三条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概（预）算
执行情况、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审计，应当在审计
通知书确定的审计实施日起6个月内出具审计报
告。项目因情况特殊需要延长审计期限的，应当
报经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第四章 审计结果和执行

第二十四条 审计机关按照审计署规定的
程序和要求形成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内容应当
包括：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审计事项评
价、改进工作建议、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等。

第二十五条 审计机关认定被审计单位多
计工程价款以及其他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规
定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
出处理、处罚的审计决定。

第二十六条 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有关
单位和个人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
调查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将调查处理情况及时书
面回复审计机关：

（一）违反规划、征地用地、招标投标、政府采
购、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

（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供货、咨询等单
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的；

（三）重大设计变更或者现场签证未按照规
定程序批准的；

（四）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
（五）未按照审批文件确定的建设规模、内

容、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实施建设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在审计中发现有关

人员违纪违法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
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审计机关应当与纪检监察、司法等机关建立案
件线索移送、协查和信息共享机制，发挥监督合力。

第二十八条 审计机关作出审计决定后，应
当送达被审计单位限期执行；审计决定需要有关
部门、单位协助执行的，应当书面提请协助执行。

第二十九条 审计机关出具的公共投资建
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审计决定应当作为有
关部门批准竣工财务决算的依据。

第三十条 审计机关应当自审计决定生效
之日起3个月内检查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督促
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决定，及时整改审计发现的
问题；被审计单位应当将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在规
定时限内书面报送审计机关。

第三十一条 被审计单位未按规定期限和
要求执行审计决定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执行；
逾期仍不执行的，审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
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第三十二条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可以约定以
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作为调整工程结算的依据，
但应当在项目招标文件和建设施工合同中载明。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审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索取或者接受不正当利益的；
（二）对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和聘请的专业

人员未尽到管理和督导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瞒被审计单位及有关单位违法违规

行为的；
（四）与被审计单位及有关单位、有关人员串

通舞弊的；
（五）明知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

害关系不申请回避的；
（六）违反审计工作程序的；
（七）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

违法违规行为。
审计机关聘请的专业人员有前款第一项、第

三至八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审计机关应当停止其
承担的工作，追究其违约责任，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
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
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
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
不改正的，对被审计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对审计调查对
象由审计机关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涉
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违反规
定多付工程款的，责令追回。未追回多付工程款
造成损失的，审计机关认为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的，向有关
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审计发现审计调查对象以高估
冒算、虚报套取、关联交易等方式骗取项目资金的，
审计机关应当责令被审计单位予以追回，给予警
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审计机关认为
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
处分的建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违
规批准竣工财务决算，由审计机关给予通报批
评；审计机关认为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机关
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参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
的社会中介机构在审计中未恪守职业准则、执业
规范，出具不实报告的，审计机关应当移送有关
部门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公共投资建
设项目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级人民
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有关部门、单位在职责范围内开展
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内部审计，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4月1日起
施行，《重庆市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办法》（重庆市
人民政府令第182号）同时废止。

重庆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

第319号
《重庆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已经2017年12月21日市人民政府第192次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唐良智
2018年1月

序号

X18085

X18086

X18087

X18088

X18089

土地位置

渝北区黄泥
塝地块

北碚蔡家组
团M分区
M52-01/
05、M35-
01/05、

M44-01/
04、M50/04

号宗地

北碚区北碚
组团I16-
01/02号等

地块

巴南区李家
沱组团F5-
2-2地块

南岸区茶园-
鹿角组团A
标准分区
A69/01、

A70/01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住用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金
融、文化
娱乐、二
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现用途

商住用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商业金
融、文
化娱
乐、二
类居住
用地

商业商
务兼容
公园绿

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土地面积
（㎡）

原面积

30817

177239

543557

17919

142526

现面积

30817

177239

543557

2000

142526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
规模（㎡）

原规模

184886.15

403708

831604.19

32254.2

205552.6

现规模

187082.04

506352.75

1094790.45

3600

234206.8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
计容规模（㎡）

原规模

142217.84

403708

815634.77

32254.2

205552.6

现规模

144413.73

403708

815634.77

3600

234206.8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33

449

18

0

2261

原土地使
用权人

重庆金唐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重庆金佳
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重庆龙湖
德卓地产
发展有限
公司

重庆渝开
发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渝开
发股份有
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
报 告, 计 容 建 筑 面 积 增 加
2195.89平方米（商业654.33平
方米，配套设施 1541.56 平方
米），不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
补缴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
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102644.75 平方米（其中车库
68859.21 平方米、配套设施
2330.5平方米、架空层1770.29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
余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
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78556.34 平方米（其中车库
73414.1 平 方 米 、设 备 房
3609.54平方米、架空层384.23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
余地价款。
经批准，该宗地土地用途由二
类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商务兼
容公园绿地，土地出让面积减
少1591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
积减少28654.2平方米，不计征
地价款。

经批准，该宗地计容建筑面积
由 205552.6 平 方 米 调 整 为
234206.8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9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9:00－2018年4月2日17:00。公告期结束后，原土地使用权

人须在2018年4月17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X18090

X18091

X18092

X18093

南岸区茶园
组团D分区
D23-3/04号

地块

两江新区水
土组团B标
准分区B40-
1/01、B40-
1/02号宗地

两江新区礼
嘉组团B21-
2/05、B22-
1/05、B21-
1/05、A69-
7/06、B14-
1/05、B20-
1/05、B17-
1/05、B18-
1/05、B19-
1/05、B16-
3/05、B16-
2/05、B16-
1/05、B15-
1/05、A69-
11/05地块

渝北区两路
组团A004-
1（部分）地块

工业

一类工
业用地

居住、商
业

二类居
住用地

工业

一类工
业用地

居住、
商业

商业用
地、商
务用
地、二
类居住
用地

172054

57509.5

949906.16

11913

172054

57509.5

949906.16

11913

172054

52555.9

1701609.15

23826

211209.88

52555.9

1999306.79

41777.33

172054

52555.9

1701609.15

23826

210411.08

52555.9

1701609.15

23826

0

0

1442

586

维沃移动
通信（重
庆）有限
公司

重庆博腾
制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华侨
城实业发
展有限公

司

重庆市亚
洪实业有
限公司

该宗地为工业用地项目，现已部
分竣工验收，计容建筑面积增加
38357.08平方米，明确不计容建
筑面积798.8平方米，按照《国务
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
知》（国发〔2008〕3号）第二条
（八）项，“对现有工业用地，在符
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
的不再征收土地出让金”的规
定，项目增加的39155.88平方
米建筑面积相应的地价款
710.8473万元不计征。

根据重庆市规划局核发的《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500141201700023 号），将两
宗地作为一个建设项目审批，
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合并出让合
同，统一出让年限。

该项目已部分竣工验收，部分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新明确
不计容建筑面积297697.64平
方米（其中车库233271.3平方
米、设备用房9633.83平方米、
架空层3960.38平方米不征地
价款），新明确不计容居住
41125.26平方米、商业9706.87
平方米应补缴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该宗地土地用
途由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
用地、商务用地、二类居住用
地；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
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
转换；新明确的不计容建筑面
积17951.33平方米（其中车库
12180.24 平方米，配套设施
1054.65 平方米不计征地价
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