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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投资评审是财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门对财政性投资项目的预算(概算)和决(结)
账进行评估和审核,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其他财政机构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对专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和跟踪,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财政投资评审作为促进经
济发展的有效措施,在财政投资评审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因素。因此,要加强对财政投资的评审和管
理,及时化解存在的风险。在财政投资评审和风险管理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识别风险和财政投资评审的能
力,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的作用和价值,不断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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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inancial function.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evaluates and examines the budgets (estimates) and final (settlement) accounts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evaluates the use of financial capital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pecial verification
and tracking of the use of special funds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standardized, safe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financial funds. A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faces
many risk factor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view and management of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and resolve the existing risks in a
timely manner.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and risk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risks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and
valu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review,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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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投资评审的社会认知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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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评审工作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
4.3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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