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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中 信 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下属单位 

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专项收支审计报告 

 

报告号：诚专字（2022）第 391 号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下属单位: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以下简

称“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广州市白云山云台景区管理中

心、广州市白云山鸣春谷景区管理中心、广州市白云山明珠楼景

区管理中心、广州市白云山摩星岭景区管理中心 4 个下属单位

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专项收支进行了审计，我们审计的 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门票收入与支出的会计凭证及相关资料由被审

计单位提供，其真实性、完整性由被审计单位负责。我们的责任

是对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纳入审计的 4 个下属单位 2022 年

重阳节登高活动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我们的审

计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的规

定实施的。在 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白云山景区专项收支审计过

程中，我们结合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所属单位的实际情况，

实施了包括审阅、询问、分析性复核和核查相关文件依据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现将审计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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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州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穗办[2011]18 号）

精神，保留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为归市林业和园林局管理的事业单位，为市副局级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4455352889E； 

法定代表人：王昱; 

住所：广州市广园中路 801 号；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人民币 1941 万元。 

单位主要任务是： 

1.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关于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管理的

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风景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实施细则

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协调实施。 

2.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中央、省、市关于风景名胜

区管理、开发、利用的规定，参与编制风景区总体规划和分期建

设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协调实施。 

3.审查、监督风景区特别保护范围和控制保护范围内的有关工

程建设项目。 

4.负责对风景区特别保护范围内的土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等进行统一的保护和管理。 

5.负责风景区内森林林分林相改造及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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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一管理风景区内观赏游览、旅业、饮食服务等一切经营服

务活动。 

7.负责风景区内的交通治安、护林防火、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8.负责查处风景区内的各种违法、违章行为。 

9.承办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一）广州市白云山鸣春谷景区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0455353881W; 

法定代表人：陈梅； 

住所：广州市白云山山顶公园；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二类； 

开办资金：人民币 5515.63 万元； 

举办单位：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单位主要职能： 

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公园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负责广州市白云山山顶广场、鸣春谷、晴峰、一峰、蒲

谷、能仁寺、可憩、双燕岗门岗等景区景点和地段的设施维护、

绿化养护、环境卫生和园容管理工作；保护辖区生态资源，为公

众提供休憩、游览观光、文化娱乐和先进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教

育、科学知识普及等服务；负责景区安全生产和日常管理。 

（二）广州市白云山摩星岭景区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045535389XL; 

法定代表人：高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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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州市白云山山顶；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二类； 

开办资金：人民币 2486.57 万元； 

举办单位：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主要任务：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公园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广州市白云山核心保护区摩星岭、山庄

旅舍、九龙泉、双溪、山湾、望景、广州碑林、柯子岭门岗等区

景点和地段的设施维护、绿化养护、环境卫生和园容管理工作；

保护辖区生态资源，为公众提供休憩、游览观光、文体娱乐和先

进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知识普及等服务；负责景区安

全生产和日常管理。 

（三）广州市白云山明珠楼景区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0455353830L; 

法定代表人：任辉； 

住所：广州市白云山黄婆洞；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二类； 

开办资金：人民币 1006.8 万元； 

举办单位：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主要任务：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公园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广州市白云山黄婆洞、明珠楼、松涛别

院、白云松涛、思园一带景区景点和地段的设施维护，绿化养护、

环境卫生和园容管理工作；保护辖区生态资源，负责五雷岭一带



 

5 
 

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管理；为公众提供休憩、游览观光、

文体娱乐和先进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知识普及等服务；

负责景区安全生产和日常管理。 

（四）广州市白云山云台景区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04553538657； 

法定代表人：刘星; 

住所：广州市白云山南麓起凤楼；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二类； 

开办资金：人民币 3036 万元； 

举办单位：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主要任务：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公园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白云山风景区内云台花园、锣鼓坑、客

运索道、广园路北一带、进山口一带景点和地段的设施维护、绿

化养护、环境卫生和园容管理工作；保护辖区生态资源，为公众

提供休憩、游览观光、文体娱乐和先进文化宣传、爱国主义教育、

科学知识普及等服务；负责景区安全生产和日常管理。 

二、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收入及相关支出程序执行情况 

（一）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期间

是 2022 年 10 月 3 日 6 时至 2022 年 10 月 5 日 4 时。 

（二）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收支审计依据 

1.2020 年 8 月 31 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广州市发

展改革委关于重阳节期间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临时门票价格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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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穗发改价批【2020】56 号)； 

2.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期间收支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 

（三）主要审计内容 

1.检查门票价格执行情况； 

2.检查纳入重阳节期间的所属单位收入及相关支出情况； 

3.检查重阳节期间收入及相关支出的凭证、合同等资料情况。 

（四）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和方法 

1.检查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所属 4 个单位是否按广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重阳节期间白云山

风景名胜区临时门票价格的批复》（穗发改价批【2020】56 号）文

件规定执行门票价格； 

2.检查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所属 4 个单位在重阳节期

间门票价格及收入是否与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门票价

格一致； 

3.检查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所属 4 个单位支出是否与

重阳节相关。 

三、2022 年重阳节登高活动收支专项审计意见 

经审计，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及所属 4 个单位 2022 年重

阳节登高活动收入合计 1,912,451.00 元,相关支出合计 1,197,473.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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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收支情况 

项目 金额 

一、2022 年 10 月 3-5 日重阳节门票收入 1,912,451.00 

其中：广州市鸣春谷景区管理中心 358,254.00 

      广州市摩星岭景区管理中心 282,449.00 

      广州市明珠楼景区管理中心 335,068.00 

      广州市云台景区管理中心-白云索道 936,680.00 

二、重阳节相关支出 1,197,473.14 

其中：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999,738.49 

广州市鸣春谷景区管理中心 22,917.05 

      广州市摩星岭景区管理中心 58,112.18 

      广州市明珠楼景区管理中心 62,640.00 

      广州市云台景区管理中心-白云索道 54,065.42 

（二）广州市白云区风景名胜管理局（本部） 

项目 金额 

一、重阳节相关支出 999,738.49 

其中：保安服务费 899,760.00 

会展制作费 10,128.80 

场地租赁 26,100.00 

膳食所需货品 26,639.69 

重阳后勤办公物资 25,971.00 

防疫物资费用 8,9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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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值班人员住宿费 1,600.00 

 

（三）广州市白云山鸣春谷景区管理中心 

项目 金额 

一、2022 年 10 月 3-5 日重阳节门票收入 358,254.00 

其中：全票人数 38038×票价 8 304,304.00 

      半票人数 10790×票价 5 53,950.00 

二、重阳节相关支出 22,917.05 

其中：重阳节门票印刷费 6,250.00 

      重阳节编外人员加班费 16,667.05 

（四）广州市白云山摩星岭景区管理中心 

项目 金额 

一、2022 年 10 月 3-5 日重阳节门票收入 282,449.00 

其中：全票人数 30618×票价 8 244,944.00 

      半票人数 7501×票价 5 37,505.00 

二、重阳节相关支出 58,112.18 

其中：工作人员加班费 22,979.80 

      重阳节编外人员加班费 19,468.06 

      应急围蔽服务费 15,6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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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州市白云山明珠楼景区管理中心 

项目 金额 

一、2022 年 10 月 3-5 日重阳节门票收入 335,068.00 

其中：全票人数 39766×票价 8 318,128.00 

      半票人数 3388×票价 5 16,940.00 

二、重阳节相关支出 62,640.00 

其中：工作人员加班费 37,356.00 

      重阳节编外人员加班费 25,284.00 

（六）广州市白云山云台景区管理中心-白云索道 

项目 金额 

一、2022 年 10 月 3-5 日重阳节门票收入 936,680.00 

其中：上山全票人数 16617×票价 30 498,510.00 

      上山半票人数 3503×票价 15 52,545.00 

      下山全票人数 13826×票价 25 345,650.00 

      下山半票人数 3075×票价 13 39,975.00 

二、重阳节相关支出 54,065.42 

其中：工作人员加班费 45,695.42 

      临时工加班费 8,370.00 

基于本报告所述的审计工作，根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重阳节期间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临时门票

价格的批复》(穗发改价批【2020】56 号)，我们未发现白云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及所属 4 个单位存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情况。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