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已投入使用未结转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清查整改明细表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   项目名称
 项目交付使用时

间 
 项目情况说明 整改措施

1
 深圳市体工大队笔架山训练
基地改扩建

     144,847,469.22 
深圳市体工大队笔架山训练基
地改扩建

2012年5月

工程项目，2012年15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5456.71万元，完成竣工

审计决算，依深财建[2019]13号文要求，我局暂按竣工审计决算金
额将资产移交下属单体工大队登记资产，同时将在建工程调整至对
应科目。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工
大队登记资产

2 棋院          440,768.35  棋院
 项目已完成财务决算，棋院已按财政批复文件登记资产，我局将在

建工程调整至对应科目。 
棋院已登记资产

3 训练基地        7,178,868.96 

训练基地、风雨跑道、科研楼  1995年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1995年年交付使用，财政拨款1128万

元，自筹资金150万元已完财务决算，我局按财政批复文件将资产移
交下属单体工大队登记资产，同时将在建工程调整至对应科目。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工
大队登记资产

4 训练基地风雨跑道        1,397,186.30 

5 科研楼        4,147,869.81 

6 体工队综合训练馆       55,421,786.62 体工队综合训练馆 2003年12月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2003年12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5577.94
万元，完成竣工审计决算，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我局暂
按竣工审计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下属单体工大队登记资产，同时将

在建工程调整至对应科目。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工
大队登记资产

7 市体育发展中心 射击馆项目       55,116,357.54 市体育发展中心 射击馆项目  2007年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2007年1交付使用，财政拨款14476.58万
元，完成竣工审计决算，依深财建[2019]13号文要求，我局暂按竣
工审计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下属单体工大队登记资产，同时将在建

工程项目调整至对应科目。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工
大队登记资产

8 深圳射击馆维修改造        9,058,853.07 深圳射击馆维修改造 2011年5月

项目2012年5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5456.71万元，完成竣工审计决

算，依深财建[2019]13号文要求，我局已按竣工审计决算金额将资
产移交下属单体工大队登记资产，同时将在建工程调整至对应科目
。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工
大队登记资产

9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游泳跳
水训练馆项目

      36,819,278.84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游泳跳水
训练馆项目

2006年1月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2006年年1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
3468.56万元，完成竣工审计决算，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
我局已按竣工审计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下属单体育运动学校登记资
产，同时将在建工程调整至对应科目。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校
登记资产

10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迁址重
建工程

      10,838,751.48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迁址重建
工程

2011年6月

项目2011年6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1073万元，完成竣工审计决算，
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我局已按竣工审计决算金额将资产
移交下属单体育运动学校登记资产，同时将在建工程调整至对应科

目。

已发文通知下属单位体校
登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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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市文化局电子政务系统        5,861,245.40 原市文化局电子政务系统 2011年8月

项目2011年8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586.12万元，完成竣工审计决

算，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我局已按竣工审计决算金额将
资产移交下属单文化信息办公室登记资产，同时将在建工程调整至
对应科目。

已办理，移交下属单位信
息办登记资产

12
 深圳医保个人帐户建身消费
管理信息系统项目 

       7,187,500.00 
 深圳医保个人帐户建身消费管
理信息系统项目 

 项目2018年完成审计，审计金额718.75万元，财政拨款718.75万
元，按有关文件精神项目停用，设备挂接在市民中心红塔机房，项
目立项文体局，，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已暂按审计金额
登记局机关资产，同时将在建工程工程项目转入对应科目。 

已入局机关登记固定资产
账

13
深圳体育局办公楼修缮改造
工程

         406,544.06 
 深圳体育局办公楼修缮改造工
程

 项目未完成审计，财政拨款39.88万元，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
要求，暂按账面金额登计局机关资产。 

已入局机关登记固定资产
账

14 新闻数据指挥中心项目       20,679,025.76 新闻数据指挥中心项目 2003年4月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2003年4月交付使用，完成竣工决算审
计，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已暂按审计金额登记局机关资
产。

已入局机关登记固定资产
账

15
深圳海上运动基地暨航海运
动学校

      14,777,125.06 
 深圳海上运动基地暨航海运动
学校

2011年6月

项目于2011年6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1602.17万元，已完成竣工决
算审计。根据深圳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12年（57)号文产权登记文体
局，依深财建[2019]13号文件要求，已暂按审计文件金额登记资
产，同时将在在建工程调整到对应科目。

已入局机关登记固定资产
账

16 大运中心项目       22,308,654.79  大运中心项目 2011年5月

项目投资概算407,772万元，2011年5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2290万
元，我局主要负责项目前期工作，工务署负责土建工程建设。已完
成竣工审计决算并将资产移交龙岗区人民政府。我局将按审计金额
将在建工程转入对应科目。

移交龙岗区人民政府

17 深圳体育运动学校一期工程       51,061,350.16 深圳体育运动学校一期工程 2002年3月
体校2006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根据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07年585
号）文件精神，学校所在地被征用作为深圳新火车站建设用地。依

据相关会计制度我局按审计金额将在建工程转费用。

已转费用(该校址拆迁建深
圳北站)

18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素质训
练设施项目

         345,673.84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素质训练
设施项目

体校2006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根据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2007年585
号）文件精神，项目所在地被征用作为深圳新火车站建设用地。依
据相关会计制度我局按审计金额将在建工程转费用。

已转费用(该校址拆迁建深
圳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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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体育中心大门.围墙        5,091,704.88  体育中心大门.围墙  1995年 

 属历史遗留问题，该项目是原市体育局1995年建设项目，财政拨款
440万，项目地点位于体育中心，已交付使用，但工程完成项目竣工

决算审计，现按账面金额将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我局在建工程
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0 网球场        1,896,735.70 网球场  1995年 

 该项目是原市体育局1995年建设项目，财政拨款30.24万元，自筹
资金161万元，项目地点位于体育中心，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深财基

[2009]236号，交付使用。按财政批复金额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
我局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1 体育场      134,033,728.80  体育场（含基建办费用）  1995年 

 属历史遗留问题，该项目是原市体育局1995年工程项目，财政拨款
12776.30万元，自筹资金2547.44万元，项目已完成竣工财务决算
（深财基函[2008]2538号，但预付工程款未提交审计，财政批复文

件未含工程预付款，已交付使用。我局将按财政批复金额及工程预
付款金额形成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我局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2 基建办用房          563,570.95 基建办用房
 经查，基建办用房是为体育中心建设项目需要临时建办公用房，未
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按账面金额形成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

我局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3 网球中心       44,564,504.90  网球中心  2001年 

 该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建设项目，财政拨款4639万元、自筹资金
800万元，项目于2001年交付使用。项目完成财务决算（深财基函

2009]356号，但预付工程款未提交审计决算。现按财政批复金额及
预付工程款金额形成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我局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4 深圳市游泳跳水馆      378,540,913.82 深圳市游泳跳水馆 2003年6月
 该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财政拨款37784.64万元，2003年交付
使用，已办理资产已交手续。我局转入对应科目，清理在建工程项
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5 体育场改造       15,555,619.21 体育场改造  1999年 
 该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财政拨款3342.61万、自筹资金
150万，项目已于1999年交付使用，未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账

面金额形成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账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6 体育馆维修改造项目       38,539,219.82 体育馆维修改造项目 2001年9月
该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财政拨款3853.92万元，2001年9月交
付使用。项目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将按审计金额形成资产移交

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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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圳市网球中心室外比赛场
项目

      20,589,568.61 
 深圳市网球中心室外比赛场项
目

 2004年月 
 该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财政拨款2056.61万元，于2004年交
付使用，项目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金额形成资产移
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8 深圳市体育局环境改造项目       19,611,221.73  深圳市体育局环境改造项目 2003年10月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2003年10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1859.80
万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及财务决算，我局按财政批复金额形成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29
深圳体育馆更换空调系统工
程项目

       5,045,775.01 
深圳体育馆更换空调系统工程
项目

2004年7月
项目是原体育局工程项目，2004年7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499.94万
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体

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0 深圳体育馆维修工程        2,260,837.15  深圳体育馆维修工程  2010年 
工程项目2010年交付使用，并已办理交接手续，财政拨款226.08万
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体
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1
深圳市体育中心监控系统工
程项目

       4,590,089.22 
 深圳市体育中心监控系统工程
项目

2009年11月
项目2009年11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454.19万元，已完成竣工决算
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

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2
 深圳市体育中心广场维修改
造

      30,522,659.07  深圳市体育中心广场维修改造 2011年6月
工程项目2011年6月交付使用，已办理资产移交手续，财政拨款
3064.04万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
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3 深圳体育场维修改造工程       62,531,999.22 深圳体育场维修改造工程 2011年6月
工程项目2011年6月交付使用，并已办理资产移交手续，财政拨款
6354.23万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

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4
 深圳游泳跳水馆维修改造工
程

      21,889,594.71  深圳游泳跳水馆维修改造工程 2011年6月
工程项目2011年6月交付使用，并已办理资产移交手续，财政拨款
6354.23万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

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5 深圳体育馆维修改造工程       31,395,382.58 深圳体育馆维修改造工程 2011年6月
工程项目2011年6月交付使用，并已办理资产移交手续，财政拨款
3150.08万元，已完成竣工决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
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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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深圳市网球中心维修改造        6,929,964.45  深圳市网球中心维修改造 2011年7月
工程项目2011年7月交付使用，财政拨款691.43万元，已完成竣工决
算审计，我局按审计竣工决算金额将资产移交体育中心，清理在建
工程项目。

资产移交体育中心

37 职工住宅楼        7,137,916.54 职工住宅楼  待查 
 项目原体育局自建福利房（五环新村），属历史遗留问题，资金来
源自筹资金330万元，待查清楚后再作调整。 

历史遗留问题待查清

38 广告费          130,326.11 广告费  待查  广告费待查，待查清后再调整。 历史遗留问题待查清

39 足球训练基地          133,472.50 足球训练基地  待查  项目属历史遗留问题，待查清后再调整 历史遗留问题待查清

40 大运会协调办          439,884.52 大运会协调办  待查  项目属历史遗留问题，待查清后再调整 历史遗留问题待查清

41 当代艺术馆          548,307.11  当代艺术馆
本项目属当代艺术馆建设前期费用，项目土建由工务署完成，正在
办理竣工决算审计，待审计决算完成后再调整。

待完成竣工决算后转固

42 利息 -93,745.08 -利息  利息已上缴财政 上缴财政

合计    1,280,343,560.79 

说明;                                                                                                                                                                                                               
1、应移交体育中心项目                  18项（其中游泳跳水馆已办理移交，其余17个项目未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未办理）                                                                                                                                                                   
2、移交局下属单位登记资产              11项（已办理资产移交、下属单位登记资产）                                                                                                                                         
3、局机关登记资                        4项 （已办理资产移交，、局机关登记资产）                                                                                                                         
4、移交大运中心                        1项 （已移交大运中心登记资产）                                                                                                                                                  
5、转费用                              2项 （体校一期、体校素质训练馆拆迁投资转费用）                                                                                                                                                                 
6、待查项目                            4项                                                                                                                                                                             
7、利息                                1项  （利息上缴财政）                                                                                                                                                                    
8  正办理                              1项   （当代艺术馆）                                                                                                                                                                        
合计：                            4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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