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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东川区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至
2020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东川区

审计局自2021年3月30日至6月11 日，对昆明市东川区工业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区工投公司”)2018年至2020年

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区工投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反映，2018年初资产总额

24234.45万元，负债总额16928.53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7305.92万元；2020年末资产总额37362.88万元，负债总额

32022.7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5340.12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74.18万元，主营业务成本128.35万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22.96万元，管理费用1166.77万元，财务

费用-9.13万元，以前年度损益调整-4.40万元，营业外收入0.81

万元，本年净利润-1238.36万元。

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41.13万元，主营业务成本376.72万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8.87万元(经税务局核实冲减上年多计税

金),其他业务利润7.15万元，管理费用194.51万元，财务费用

-30.23万元，本年净利润-483.85万元。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114.80万元，主营业务成本23.91万

元，营业税金及附加21.01万元，管理费用321.70万元，财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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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25万元，营业外收入1.03万元，本年净利润-245.54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从公司三年的经营情况看，主要的经营收入

来源单一，收入起伏及不确定性较大。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亏损，

营利能力较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基本真实的反映了资产、负

债及损益情况，但存在应收款项长期挂账未收回，无形资产核算

不准确的问题。

二、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应收款项长期挂账5512.08万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区工投公司“其他应收款”长期挂

账5512.08万元，其中超过三年挂账4074.96万元，分别为： 云

南铜业凯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1001.47万元、昆明金钿机械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41万元、东川再就业特色产业园区管委会2000万元、

碧谷四方地管委会32.49万元、裕民投融资公司1000万元，至本

次审计时仍未收回。

三、 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应收款项长期挂账问题责成公司及时清理、催收，

避免资金被长期占用，加重企业负担。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建议：1.建立健全应收款

项管理制度，加强应收款项的清理核查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尽快收回资金，减少坏账损失；2.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按时足额计提缴纳相关税金；3.加强对经营收益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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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核算，严格按会计制度规定核算收益及成本；4.积极拓展收入

来源渠道，增强企业的营利能力。

四、 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区工投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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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区云开农业产业扶贫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

至2020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东川区审

计局自2021年3月31 日至2021年6月25日，对东川区云开农业

产业扶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开公司”)2018年至2020

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云开公司属国有独资公司，2018年1月成立，主要经营范围是：

扶贫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扶贫资源开发。

根据云开公司会计报表反映，2018年末资产总额3612.23万

元、负债总额3612.20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0.03万元；2019年

末资产总额24680.52万元、负债总额24680.64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0.12万元；2020年末资产总额8641.36万元、负债总额

8622.38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8.98万元。

2018年财务费用-0.09万元，本年净利润0.09万元。

2019年财务费用-2.19万元，管理费用2.32万元，营业外支

出0.02万元，本年净利润-0.15万元。

2020年营业收入1241.51万元，营业成本1183.80万元，税

金及附加5.92万元，管理费用31.83万元，财务费用-2.14万元，

营业外支出3万元，本年净利润19.10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2018年9月以来，云开公司主要参与了莱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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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东川项目、东川区葡萄种植基地项目、东川区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建设。公司法人结构较为完善，大部分经济业务能够按照有关管理

制度执行，但在审计中发现存在长期股权投资不实，未按合同约定

支付合同款项，公司决策不当导致项目绩效不能发挥的问题。

二、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 一)长期股权投资不实3000万元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莱德马业东川项目专题会议纪要》

和云开公司、云南威得力投资有限公司、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三方签订的《昆明三和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云开公司出资

3000万元用于组建项目公司，云开公司出资由昆明扶贫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代持。2018年7月，云开公司将项目资本金拨昆明扶贫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列“其他应收款”核算，未计入“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核算。

(二)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58.88万元

根据云开公司与云南东川长运印象葡萄酒有限公司签订的《葡

萄苗木购销合同》和《葡萄苗木购销合同之补充合同》的约定，购

买葡萄苗木第二次付款时间为云开公司实地考察苗木后支付28.88

万元，第三次付款时间为长运公司确定青枝嫁接书面通知云开公司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15万元，第四次付款时间为嫁接成功率

达到94%,云开公司现场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15万元。云开公

司在未履行上述付款约定的前提下，于2020年5月支付云南东川

长运印象葡萄酒有限公司58.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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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决策不当导致项目绩效不能发挥

2019年，云开公司在葡萄种植基地未确定，项目未进行充分研

究论证的前提下，与云南东川长运印象葡萄酒有限公司签订了《葡

萄苗木购销合同》,共支付了葡萄苗木款77.24万元。根据合同约定，

2021年1月31 日前，应进行葡萄苗木交货。但截至2021年6月

25日，项目实施地点仍然未确定，无法进行葡萄苗木交货，导致项

目未能及时发挥效益。

三、 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长期股权投资不实问题责成云开公司根据实际经

济业务，正确核算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问题责成云开公司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控制

资金使用风险；公司决策不当导致项目绩效不能发挥的问题责成云

开公司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程序，加强调查研究，

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建议：1.加强财务管理，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相关财经法规。加强对会计

业务处理的审核，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真实客

观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2.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按合

同约定支付款项，控制资金使用风险；3.强化内控制度执行力，严

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

主性、合法性及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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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问题二和问题三已整改，问题一正在积

极推进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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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东川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至2020

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东川区

审计于2021年2月24日至6月21 日，对东川区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区建投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

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区建投公司是区属直管国有独资公司，2010年3月成立，主要

经营业务是：负责实施城乡基础设施、环保设施和社会事业领域项

目建设及政府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融资等。

根据区建投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反映，2018年末至2020年末

资产总额分别为248195.81万元、255496.65万元、267548.28

万元；负债总额分别为19522.71万元、27598.17万元、36311.18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分别为228673.10万元、227898.48万元、

231237.10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156.78万元、其他业务收入13.34万元、

营业外收入0.28万元；主营业务成本100.62万元、管理费用73.95

万元、财务费用339.12万元、营业外支出0.33万元；本年利润总

额-343.62万元。

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158.93万元、其他业务收入238.49万元、

营业外收入-205.99万元(调整2017年错记的项目利息款);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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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成本111.63万元、其他业务成本0.27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29.61万元、管理费用396.73万元、财务费用416.49万元、营业

外支出10万元；本年利润总额-773.30万元。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216.89万元、其他业务收入164.95万元、

营业外收入11.42万元；主营业务成本119.78万元、其他业务成

本6.46万元、税金及附加1.35万元、管理费用767万元、财务费

用141.59万元；本年利润总额-642.92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投融资

政策和市委、市政府深化平台公司投融资政策体制改革的意见。2018

年以来，参与了水井山水库、轿子山水库、东川区国家档案馆、东

川区第五小学、达贝片区土地一级开发等项目的投资建设任务。公

司法人结构较为完善，内控制度健全，大部分经济业务能够按照有

关管理制度执行，但审计也发现存在2019年至2020年11月列支

非本公司经营费用影响当期损益，2018年未履行“三重一大”集体

决策程序，应收款项长期挂账和无发票支付小工费、公务出差未履

行申报审批手续、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账务调整未附情况说明、应

资本化支出费用化等账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 一 )2019 年至2020年11 月列支非本公司经营费用

317.51万元，影响当期损益。

1.2019至2020年11月，区建投公司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共

列支移民安置点水电费、电梯检测等费用313.67万元；2020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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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将以上费用调整至“其他应收款-东川区移民新区党工委”科

目核算。

2.2020年10月，在“其他业务成本-经营性资产”科目中列

支老年活动中心互联网专线费用3.84万元。

(二)2018年未履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程序

根据《昆明市东川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落实“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实施细则》的规定，超5万元以上的大额度资金运作应提请

董事会决议，但2018年区建投公司5万元以上的大额资金的使用

未履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程序。

(三)应收款项长期挂账39359.51万元

截止2021年5月，东川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收款项长期挂

账39359.51万元，至本次审计时仍未收回。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列支非本公司经营费用影响当期损益问题责成公

司进行账务调整，并积极协调有关单位及时收回垫付的资金；未履

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程序问题责成公司在今后的运营过程中，

对“三重一大”事项应坚持集体决策原则；应收款项长期挂账问题

责成公司对应收款项及时清理、催收，避免资金被长期占用，加重

企业负担。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建议：1.进一步加强财务

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相关财经法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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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业务处理的审核，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2.强化内控制度执行

力，“三重一大”事项应严格执行集体决策制度，以保证决策的科学

性、民主性、合法性及合规性；3.加强应收款项的清理核查工作，

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收回资金，减少坏账损失；4.资金的对

外投放要进行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建立项目跟踪和风险防范机

制，确保资金的安全、规范和高效。

四、 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问题二已整改，问题一和问题三正在积

极推进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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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乌蒙巅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至2020
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东川区审

计局自2021年3月30日至2021年6月24日，对云南鸟蒙巅峰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投公司”)2018年至2020年资产、

负债及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旅投公司属国有独资公司，2014年5月成立，对东川旅游产业

拥有独家经营权。主要经营业务是：旅游资源投资、经营、管理，旅

游商品开发、销售，景区配套设施建设等。

根据旅投公司会计报表反映，2018年至2020年资产总额分别

为：6035.04万元、6030.78万元和6572.10万元；负债总额分

别为：1064.98万元、1133.64万元和1719.68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分别为：4970.06万元、4897.14万元和4852.42万元。

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13.54万元，其他业务收入7.04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13.70万元，管理费用98.27万元，财务费用0.007

万元，营业外支出0.2万元；利润总额-91.597万元。

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33.54万元，其他业务收入32.61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8.84万元，管理费用130.24万元，财务费用-0.01

万元；利润总额-72.92万元。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31.37万元，其他业务收入2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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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1.82万元；主营业务成本7.54万元，管理费用95.22

万元，财务费用0.01万元；利润总额-42.9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旅投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完整的反

映了2018年至2020年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结合东川旅游特点，

完成了《东川区旅游开发总体规划》等编制工作及东川区部分旅游

厕所项目建设的任务。但存在权益、债务不实，应收款项长期挂账，

经营收入未缴纳相关税款，列支非本公司经营费用，部分项目已完

工未及时进行结转，“三重一大”决策实施细则不健全以及账证不符

等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权益不实1000万元

2015年12月3日，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昆明市东川区国

有资产管理局、云南乌蒙巅峰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签订国开发展

基金投资合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对旅投

公司增资200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2017年12月4日、2020年

12月3日旅投公司分别支付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500万元的股权

转让对价，共计1000万元。但截至2021年6月24日，旅投公司

未办理减资手续，账面仍反映“实收资本-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000万元。

(二)债务不实518.30万元

截至2021年6月24日，旅投公司账面反映“其他应付款-旅

游项目前期经费-文化和旅游局”548.30万元。经审计函询东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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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12月2日，区文化和旅游局暂借旅投公司

旅游专项资金518.30万元用于支付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对价及利息，2020年12月7日，经区政府批复同意，区财政已

安排并拨付区文化和旅游局518.30万元专项用于支付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区文化旅游局已冲减相应暂借款项，但旅投公司仍然

挂“其他应付款-旅游项目前期经费-文化和旅游局”518.30万元。

(三)应收款长期挂账3000万元

2016年7月，旅投公司出借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3000万元，

至本次审计时仍未收回。

(四)经营收入未缴纳相关税款

2018年至2020年期间，旅投公司取得经营收入共计144.44万

元，其中：铜都商城铺面房租收入66.42万元、物业管理收入78.02

万元，截至2021年6月24日，未缴纳相关税款。

(五)列支非本公司经营费用0.86万元

2019年1月，旅投公司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列支非本公司车

辆(车牌号云A8F72R) 的修理费用0.86万元，且未能提供相关公

司因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需要租用车辆的证明材料。

(六)部分项目已完工未及时进行结转

2015年至2019年，旅投公司共建旅游厕所20座，已交付各乡

镇使用。截至2021年6月24日，完成了2018年9座旅游公厕的

验收工作，其余年度项目未完成相关验收工作；项目建设共支出

94.90万元，列“在建工程”进行核算，未及时进行结转。



—17—

三、 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

出具了审计报告。权益不实问题责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办理减

资手续，并进行相应的账务调整；债务不实问题责成公司积极与东

川区文化和旅游局函接，根据真实的业务情况反映公司债务；应收

账款长期挂账问题责成公司积极清理、催收，减少坏账损失；列支

非本公司经营费用问题责成公司及时追回；部分项目已完工未及时

进行结转问题责成公司对在建工程及时清理并按期结转，确保真实

完整反映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东川区审计局建议：1.加强财务管理，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财经法规，确保账证相符、

账账相符。加强对会计业务的审核，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及时进行

账务处理，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2.加强应

收款项的清理核查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收回资金，减少

坏账损失。3.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按照规

定 期限足额缴纳税款。4.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

三重 一大”决策实施细则明确大额资金标准，强化制度执行力，

严格按 照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

集体决策

制度，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及合规性。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问题二、四、五已整改，其他问题正在

积极推进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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