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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具屯子商劣逃衣村察合示池項 目
日常監管制度
カカロ張我芸 国家須 屯子商券逃水村朱合 示疱項 目建没
辻程中対承亦企 立 的 日常監督管理 ,有 序推逃 屯子商弁逃水
村朱合示疱項 目的建没 ,使 咳項 目的各項工作能按照既定方
案稔歩推逃井在反量 、安全 、逃度 、資金使用等方面 的考核
和詮牧叶有据可依 ,特 十1定 本十1度 。
一、項 目監督栓 査制度要求
(一 )根 据上 象文件精神 ,結 合 《適城芸国家象屯子 商

券逃水村妹合 示疱工作実施方案》 中的各項汁支1安 羽卜
和項 目
逃度 ,什 対項 目定没辻程 中渉及的重要建浚 内容逃行監督栓
査。
(二 )項 目承 亦企立要接要求毎月定期上扱項 目逃展 情

汎井形 成ギ面材料 。承亦企立上扱的工作 恙結及項 目逃度等
相美材料作力朱合 示疱項 目監督栓査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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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 立監督栓査小俎 。力碗保項 目監督栓査順不1辻

行 ,由 邁城芸 屯子 商弁辻水村工作飯 早小俎部分成長及相美
部日俎成監督栓査小俎 ,会 同第二方机杓対項 目的相美工作
逃行 日常監督栓査 ,具 体 由商券局牽共久責 。
(四 )日 常監督栓査 以実地栓査 、抽査 力主 ,不 走辻場

,

逹免盲 区死 角 ,井 由適城芸屯子商弁逃水村頷早小俎亦公室
国》,対 栓査 中友現的同題不遮不掩 、明碗指出
出具 《督力ヽ

,

限叶整茨、眼踪督早,日 常監管筆呆作力項 目資金 除段性抜
付主要依据 。承亦企立必須針対監督栓査 辻程 中友現的同題
及叶予以ι
‖正 ,多 次存在日題且未及叶整 茨的,祝 情汎取消
承亦姿格 。
(五 )日 常監管要結合本地実昧,芦 格落実妹合示疱工

作方案;墜 決逹免対友現的同題放 一巧和整政不 至1位 ;逹 免
浚各困畳 、初

、数据弄虚作仮等項 目未友拝央妓 1司 題 ;カ

̀用

争邁辻 日常監管 ,ル 実工作作凩 ,よ 実豚出友 ,建 立項 目可
持紋込菅的K数 机 +1,提 高示疱項 目定浚成妓 ,提 升水村公
共服弁水平 ,碗 保群∧実意。
二、項 目監督栓査内容
通城芸 国家須 屯子商券逃水村朱合示疱項 目 日常監督
栓査 主要内容力 《邁城芸国家須 屯子 商弁辻水村妹合示疱工
作実施方案》規定的建没 内容 ,包 括芸象 屯子商弁公共服弁
む、水村 屯子 商弁服券堵体系、水村庁 品屯子 商弁供庄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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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水村声 品屯子商弁菅硝服弁体系 、三須屯子 商券物流
配送体 系 、水村 屯商人オ培ッ1体 系等項 目,以 及寺項資金抜
付、使用情汎 。本十1度 主要就 以上 内容的建浚和実施 情汎逃
点監督和栓査 。
行重 ′
(一 )芸 須屯子商券公共服券中′
む建浚 ,重 点栓査監督

具象屯子商券公共服券 中′
む硬件建浚情汎 、近菅困陳服券能
力 、服券 内容 、服券規た、服券成妓 、服券 合敗 、扶介助水
工作等。
(二

)芸 多村 三須屯子商券物流配送体系建没 ,カ ロ張対

芸多村物流共同配送等工作指早,適 址整合仝 芸「
由IFA、 各大
快逃物流公 司資源 ,杓 建炊芸到村的水村物流体系建浚 ,包
括水村物流合儲配送 中没施没各等硬件建没 、物流信 ′
息管理
系統等軟件建没 、物流 資源整合 、物流 中′
む近菅服弁 、友村
物流配送体系 、配送 叶妓等。
(三

)水 村 屯子商券服弁靖体 系建没 ,重 点監督栓査 靖

点建没情光 (包 括地址 、地人 、十1度 等

)、

近菅服券 、靖点

負責人培ッ￨1情 況 、近菅成数 、靖点扶貧助水不1益 辻接机十1等 。
(四

)水 声 品供庄従及菅硝体系定没 ,重 ′
点栓査監督供

む的硬件投入 与近菅服芥 、水庁 品分等分 象 、包装 、
泣従 中′
預今等流近基拙浚施建浚 、水声 品反量栓沢 水声 品湖源体
系 、水庁 品図貨升友 、水声 品公共 品牌建浚 、二 品一林孵化 、
￨、

声硝対接活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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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 村 屯商人オ培ツ￨1体 系建没 ,カ ロ張対人 員培ッ￨1等

工作指早和服弁 ,重 点監督栓査本地 化 屯商保程 、教材升友

,

培ツ1場 次 、人次 、数果 ,尤 其足培ツ1后 眼踪服弁 ,強 化培ツ
￨

特化率和満意度 。
(六 )か 張資金管理 。落共資金管理十1度 井規苑資金分

配、項 目逍捧 ;定 期壺点中央財政資金形成的発声 ,明 碗枚
属 ,墜 決逹免項 目一定 了え 、資金 一抜 了え 的失管失査 同題 。
三、項 目監督栓査頻次及方式
(一 )項 目監督栓査的叛次
1.項 目建浚 (包 括 屯商公共服券 中′
い、合儲物流配送 中

′
い、供泣従 中′
い、 屯商物流服券 靖等建浚情況 )逃 度栓査

:

毎月一次。
2.屯 商服弁 中′
い、物流配送及村須服券靖近 菅情九栓査

自込菅え 曰起 ,毎 季度 一次。
￨1情 汎栓 査 :毎 季度 至少 一次 。
3.培 ツ

4.資 金使用情汎栓査 :毎 半年逃行 一次栓査。
(二 )項 目監督栓査方 式
1.実 地考察 。

2.垢 取 扱告。
3.査 看材料 。
4.座 淡交流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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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行方式。

:

四 、項 目監 督栓査禄准
(一 )項 目建浚情況:足 否接照 《邁城芸国家象屯子商

券逃水村朱合示疱工作実施方案》和項 目建没合同釣定要求
建浚完成 ,井 正 常投入近菅。
(二 )項 目近菅情況:足 否接照

Q城 芸国家象屯子商

券逃水村宗合示疱工作実施方案》逃行近菅井迷 rll一 定近 菅
妓呆 。
(三

)資 金使用情九:足 否接照 《邁城芸国家 象屯子 商

券逃水村朱合示疱項 目寺項資金管理亦法》使用資金 ,在 姿
金使用址程 中足 否存在椰用排用 、辻規使用 、弄虚作仮 等合
法 、不合規 情況 。
五、本制度 自印友之 日起実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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