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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 年国有企业经营业绩
考核及监管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2018年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及监管资金包括国有企业经营

业绩考核稽查资金和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资金两部

分，各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2018年度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资金绩效评价

（一）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1.专项资金设立情况

设立时间：2018年 1月 15日

设立依据：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青发〔2016〕6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集体）企业经营业

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管理工作的意见》（青政字〔2012〕110号）

《青岛市市直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

（青国资委〔2016〕47号）

《青岛市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

企〔2018〕27号）

《关于批复2018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青财预指〔2018〕

1号）

资金用途：2017年度市直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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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绩效目标：委托中介机构，完成2017年度市直企业经营业绩

考核专项审计，对企业在经营管理、财务核算、内控制度、经营

决策、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以及企业财务核算的合规性、

经营成果的真实性、执行财务、会计、税收、企业负责人薪酬管

理等制度情况,进行审计核实并发表意见，按照《审计准则》和业

绩考核工作要求,出具业绩考核专项审计意见书。

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全部完成

专项资金到位及支出情况：该专项资金已实际到位。在专项

审计工作全部结束后，该专项资金已于2018年 6月份支付给中介

机构。

（二）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情况

1.2018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2018年 1 月 15日市财政局下达了《关于批复2018年市级部

门预算的通知》（青财预指〔2018〕1号）预算批复文件，批复金

额530万元。

2.2018项目安排情况

（1）安排项目种类、项目数量、项目承担单位等情况

纳入 2017 年度业绩考核专项审计范围的市属国有企业共计

24户。

企业自主选聘的财务决算审计机构要在财务决算基础上，同

时出具 2017 年度市直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报告书和2017



— 3 —

年度市直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审计报告书。2017年度专项

审计机构分别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海信、西海岸、

市政、海检、机场、饮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青啤、

地铁、城投、双星、能源、水务、国投、旅游）、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负责审计：青岛港、国信）、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

计：华通、海湾、交运）、德盛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红星化

工）、振青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公交）、青岛国祥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负责审计：世园）、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

澳柯玛股份）、兰德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城发）、青岛中才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益佳、澳柯玛控股）。

（2）具体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2017年度市直企业业绩考核专项审计工作于

2018年 1 月份开始，5月底前结束。承担专项审计的中介机构须

按规定时间和各自工作分工，将专项审计纸质报告报送市政府国

资委，同时附报电子版专项审计报告和电子数据。报送的纸质报

告书、电子版审计报告及久其软件的所有数据必须审核一致，符

合市政府国资委有关审计要求，中介机构应对全部业绩考核审计

报告书及附报资料承担法律责任。

项目绩效评价：项目预算安排数：根据《资金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2017年度专项审计费用是以企业资产总额（2017年度决

算数）和纳入审计范围的子企业户数为基础指标，根据《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测算，再结合专项审计质量、实际工作量以及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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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支付情况作适当调整。2017年度专项审计费用在不高于上一

年实际支付额度的前提下，经测算费用总计为530万元，市财政

局下达文件予以批复。

根据审计进度要求，各中介机构均按照规定时间提交了符合

要求的审计报告，完成了预先设计的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全部完成。

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为做好市直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工作，切实管理和使用好专

项审计预算资金，我市新印发了《青岛市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企〔2018〕27号），确保预算资金合理

使用。经过近十年来的不断优化，此项工作流程已相对成熟，资

金拨付和使用情况总体良好，切实发挥了预算资金的应有功能。

但是随着我市近十年来的改革发展，企业户数不断增加，企业资

产规模也不断壮大，建议结合实际情况，适时酌情增加专项审计

费用数额，更好完成市直企业业绩考核专项审计工作。

二、2018年度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稽查资金绩效评价

（一）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1.专项资金设立情况

设立时间：2018年 1月 15日

设立依据：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青发〔2016〕6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集体）企业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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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管理工作的意见》（青政字〔2012〕110号）

《青岛市市直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

（青国资委〔2016〕47号）

《青岛市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

企〔2018〕27号）

《关于批复2018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青财预指〔2018〕

1号）

资金用途：对2017年度市直企业经营业绩实施专项审计稽查

费用

2.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绩效目标：委托国际审计中介机构，实施2017年度市直企业

经营业绩专项审计稽查工作，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财务核算、

内控制度、经营决策、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

等方面的合规性、真实性进行审计稽查，出具业绩考核专项审计

稽查报告书，提出经营管理改进建议，完成市直企业2017年度的

经营业绩考核及薪酬管理工作。

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全部完成。

专项资金到位及支出情况：该专项资金已实际到位。根据《资

金管理办法》，在专项审计稽查工作全部结束后，该专项资金已于

2018年 10月底前全部支付给中介机构。

（二）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情况

1.2018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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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 月 15日市财政局下达了《关于批复2018年市级部

门预算的通知》（青财预指〔2018〕1号）预算批复文件，批复金

额2080万元。

2.2018项目安排情况

（1）安排项目种类、项目数量、项目承担单位等情况

纳入2017年度业绩考核专项审计稽查范围的企业共计23户。

包括：青岛港集团、国信集团、青啤集团、红星化工集团、机场

集团、澳柯玛控股集团、海湾集团、华通集团、交运集团、双星

集团、城投集团、城发集团、市政空间集团、公交集团、饮料集

团、能源集团、水务集团、世园集团、国投公司、地铁集团、西

海岸发展集团、旅游集团、海检集团。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和市政府要求，市直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审

计稽查工作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安永华明三家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实施，按规定出具2017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专项

审计稽查报告。

（2）具体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2017年度市直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稽

查工作于2018年 3 月份开始，6月底前结束。承担专项审计稽查

的中介机构须按规定时间和各自工作分工，将专项审计稽查纸质

报告报送市政府国资委，同时附报电子版专项审计稽查报告和电

子数据。报送的纸质报告书、电子版审计稽查报告及久其软件的

所有数据必须审核一致，符合会计准则和市政府国资委有关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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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要求，中介机构应对全部业绩考核审计稽查报告书及附报资

料承担法律责任。

项目预算安排数：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费用标准，结合

企业资产规模及专项审计稽查工作量，测算提出2017年度经营业

绩考核专项审计稽查费用。2017年度企业资产规模有所增长，按

照国际中介机构最低费用标准测算，审计稽查费用总额测算为

11589.6 万元。经与中介机构协商，本着长期合作原则，2017年

度审计稽查费用同比不变，拟为2080万元。市财政局据此下达了

预算批复文件。

通过审计稽查工作，发现了部分企业存在的经营管理薄弱环

节和风险隐患，夯实了企业会计核算基础，提升了企业财务及战

略管理水平，为科学评价企业经营业绩及计算企业负责人薪酬取

得了第一手真实资料，促进了我市审计中介行业执业水平的提升。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全部完成。

3.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市直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专项审计稽查工

作，切实管理和使用好专项审计稽查预算资金，我市新印发了《青

岛市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企〔2018〕

27号），确保预算资金合理使用。经过十多年来不断优化，工作流

程已相对成熟，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良好，切实发挥了预算资金

的应有效能。

但随着我市市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企业户数不断增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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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产规模不断增长，审计稽查资金数额越发紧张，建议结合实

际情况，适时酌情增加审计稽查费用数额，更好地完成市直企业

业绩考核专项审计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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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 年国有企业改革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2018年国有企业改革专项资金包括华通集团青啤贴息资金、

华通集团国企改革维稳资金、执行44号会议纪要人员费用三部分。

各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华通集团青啤贴息资金绩效评价

（一）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1.专项资金设立情况

根据2008年 8月青国资委[2008]83号文件《青岛市政府国资

委关于青啤集团公司增持青啤股份有关资金问题的请示》，为增加

青啤这一民族品牌的国有控制力，有关资金问题请示如下：

青啤集团为增持青啤股份公司2%以内股份（2616万股），约

需资金5.50亿元人民币。此笔资金拟通过华通集团对青啤集团公

司增资的方式解决。具体运作程序如下：

（1）华通集团通过银行融资5.50 亿元人民币，对青啤集团

公司实施增资。增加的资本金由青啤集团公司用于增持青啤股份

公司A股股份。

（2）青岛市政府向华通集团拨付增持所需资金及相应财务费

用。因华通集团在解决澳柯玛问题及流亭国际机场建设中已投入

20亿元资金，资金压力较大。为改善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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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融资平台作用，当时建议市政府年内以增加资本金方式，

从收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和国有土地出让收益中拨付所需5.50亿元

资金及相应财务费用。

2.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截至2018年底，华通集团本部--其他应收款科目挂账应收青

啤集团公司32,790万元，系根据青国资委[2008]83号文件精神，

华通集团本部通过银行融资对青啤集团公司垫付的资金。截至

2018年底支付32,790万元，暂挂其他应收款，同时冲减财政部门

专项拨款15,000万元，抵减后华通集团垫付资金为17,790万元。

（二）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情况

1.2018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青政发[2008]9 号）、《青岛市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支出管理暂行

办法》（青国资预算[2008]23 号）规定，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安排中专项用于融资增持青啤股份所发生的贷款贴息为1000万

元。

2.2018年项目安排情况

（1）安排概况：根据垫付资金需求，经充分与金融机构对接，

融资17,790万元。

（2）各项目绩效情况：增持青啤股权属于政府项目，由于政

府项目无法直接取得相关银行贷款，只能通过其他用途取得银行

贷款，然后将资金统一至政府项目。2018年度华通集团决算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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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共发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合计59,781万元，其中部分是

政府委托项目资金对应借款利息支出，在财务核算中未分项目核

算利息支出，因此青啤项目对应的利息支出金额无法具体分清。

按照17,790 万元华通垫付资金、1,000万元贴息计算，资金

成本率参照华通集团2018年度发行停车债资金成本利率 6.08%计

算，华通集团2018年度增持青啤股权贷款贴息款1,000万元已专

款专用。

华通集团已按照青岛市委、市政府的相关要求，积极筹措资

金用于青啤集团公司增持青啤股份，建议协调政府部门，争取政

府专项拨款，尽快收回青啤政府项目占用资金。

二、华通集团国企改革维稳资金绩效评价

（一）专项资金绩效情况

1.专项资金设立情况

2011年以来，华通集团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府国资委的部

署，先后将原机械工业总公司、益青国有控股公司、集体企业联

社、纺织总公司、海珊集团等五家原市直企业（以下简称五大公

司）纳入统一管理。由于五大公司历史上改革调整遗留的职工信

访问题较多，华通集团党委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全力化解原五大

公司遗留的信访稳定问题，确保集团改革发展和谐稳定。近年来

青岛电度表厂、青岛造船厂、中大集团、华金集团、铸造机械厂

等一批群体性信访问题和历史遗留的信访积案已进入筹措资金、

解决诉求、化解矛盾的关键时期。由于资金来源还有较大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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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因此华通集团特申请部分维稳专项资金，重点解决集体上

访问题和长期难以解决的信访积案。

2.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华通集团2018年度实际支付维稳相关资金3,599.03万元（后

附明细表），2018年 11 月华通托管中心收回前期代垫青岛造船厂

职工相关费用10,452.38万元，考虑2018年初解困维稳资金超支

9,552.53 万元后，华通集团年度维稳资金已全部支出并超支

199.18 万元（9,552.53 万元+3,599.03 万元-10,452.38 万元

-2,500万元）。

（二）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情况

1.2018年专项资金预算批复情况

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青政发[2008]9 号）、《青岛市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支出管理暂行

办法》（青国资预算[2008]23 号）规定，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安排华通集团3500万元，其中专项用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遗留

问题维稳资金2500万元。

2.2018年项目安排情况

（1）安排概况：本年维稳资金支出安排如下表所示：

项 目 金额(元) 备 注

解决信访问题资金支出(含救助款、差旅费等） 872,135.40 华通集团账面列支

海珊制衣股份回购权证（职工股退出） 34,171,094.02 华通集团账面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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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额(元) 备 注

付原二轻公司38、44号文人员补发取暖费 429,770.00 华通集团账面列支

付信鑫实业公司退休职工独生子女费差额资金 504,834.00 华通集团账面列支

青岛造船厂有限公司-职工、社保、家属生活费 12,458.40 托管中心账面列支

合计 35,990,291.82

（2）各项目绩效情况：

华通集团2018年度专项应付款中实际支付维稳相关资金支出

3599.03 万元（见明细表），考虑 2018 年初解困维稳资金超支

9,552.53 万元后，华通集团本年度维稳资金已全部支出并超支

199.18 万元（9,552.53 万元+3,599.03 万元-10,452.38 万元

-2,500万元）。

华通集团已按照青岛市政府及市国资委相关精神，积极完成

维稳工作，按规定用途列支维稳资金，解决国企改革遗留问题。

华通集团将进一步协调维稳企业及财政、国资等各部门，进一步

推进维稳工作，彻底解决国企改革遗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