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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信丰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2021年3月23日县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信丰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县财政局

局长邹小明同志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书面报告的《关于信

丰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

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会前听取部分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并

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综合与会代表们的审查意见，对县人

民政府提出的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

案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 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24158万元，同比增长3.0%；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28776万元，同比增长1.6%(税收收入占财政总

收入89.6%)，加上上级补助收入347854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

入45111万元、动用预算调节基金15000万元、调入资金10880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5895万元，收入合计651436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完成600229万元，加上上解支出22176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17014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00万元，收支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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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般公共预算结余4017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实现

315914万元，同比增长46.4%。本级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4924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98235万元、上年结余1468

万元，收入总计44054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328855

万元，同比增长102.9%，本级支出加上上解支出5517万元、专

项债券债务还本支出4992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100000万

元，支出总计439364万元，收支相抵后政府性基金结余1177万

元；2020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65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5万元，收入总计815万元。 

2020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5万元，加上调出至一般

公共预算800万元，支出合计805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6269万元、支出146988万元，当

年收支相抵后社会保险基金结余 19281万元，累计结余

157619万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0 年，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部署，围绕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确

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努力克服新冠疫情

不利影响，依法、科学组织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居全

市第一；认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保障“六保”任务；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加大民生

投入，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在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财政运行中仍

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总量仍然不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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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约束仍需继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不够深入等问题。县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此应采取有力举措，着力加以解决。 

二、关于 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情况 

县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1 年全县预算草案为：财政总收入

25.50 亿元，增长 13.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5 亿

元，增长 6.8%，加上税收返还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减去上解

上级支出等支出项目，预测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

302594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 300000 万元、支出 2938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83 万元、支出 621 万元；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48842 万元、支出 148745 万元。社保基金

当年收支结余 97 万元，年末累计结余 157716 万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县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1 年财政预

算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方针

政策以及省、市、县各项决策部署，符合《预算法》等法律法

规规定和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收入安排较为稳妥，支出坚

持有保有压，相关措施切实可行。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本次会

议批准《关于信丰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1 年县本级财政预算。请县人民

政府认真组织实施，确保预算预期目标的实现，在预算执行过

程中如发生法定预算调整事项，应依法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查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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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做好财政工作，实现今年的财政预算预期目标，财

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继续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更加注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植涵养财源。“打通

堵点、解决难点、补上断点”，整合财政资源，创新财力支持

方式，大力支持重点行业、优质企业发展。切实用好产业类专

项资金，提高产业引导基金使用效率，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作用，加大对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投入，巩固和壮

大实体经济根基。 

（二）努力保障收支平稳运行。依法依规组织收入，不断

提升收入质量。加大向上争资力度，做大可用财力“蛋糕”。

严格实施“零基预算”“综合预算”，切实打破支出固化格

局，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进一步树立“过紧日子”思

想，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合理安排项目支出预算。全力推

进预算项目库管理，加强项目实施必要性和成熟度论证。加强

民生工程财力保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到保好基

本、兜住底线、可持续发展。 

（三）切实提高依法理财水平。要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为契机，抓好预算法规宣传和执法监

督，用好财政监督检查、预算绩效监督等手段，强化结果运

用，确保财政在法制轨道上运行。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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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财政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积极推行预算管理一体化。加强

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提升财政管理能力和水平。 

（四）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压实部门绩效管理主体责

任，督促部门及所属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

逐步扩大重点绩效评价范围，加强对部门自评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力度，着力提高绩效评价质量；严格落实项目资金绩效与下

一年度预算编制挂钩制度，倒逼预算单位重视预算绩效管理，

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附件：关于县工信局 2021 年部门预算草案重点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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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县工信局 2021 年部门预算草案 

重点审查报告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工作安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曾勇同志带领由县人大财经委、预算审查工委全体成员和部

分县人大预算审查咨询专家组成的审查组，于 2020 年 11 月中

旬至 12 月底对县工信局 2021 年部门预算草案情况进行了重点

审查。期间根据专题审查方案的要求，审查组召开了两次重点

审查会议，首先听取了县工信局关于 2020 年预算执行和 2021

年预算安排（草案）情况的自查报告以及与部门经济和社会事

业发展有关的财政资金项目说明等，同时还听取了县财政局关

于县工信局 2020 年预算执行和 2021 年预算安排（草案）情况

的初步审查报告，并对县工信局 2021 年部门预算申报的情况

及相关材料进行了集中审查，审查组一行还深入到该局专项预

算中所涉及的朝阳聚声泰、福昌发电子、包钢新利稀土公司等

企业进行了延伸调研，之后召开了第二次审查会议，与会人员

对审查报告中有关事项进一步提出了审查意见，并将有关审查

意见转至县财政局、县工信局研究处理，同时还对审查意见的

落实进行了跟踪督办。现就审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价 

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0 年以来，县工信局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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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的有关方针政策，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我

省“工业强省”和我市“主攻工业，三年再翻番”战略，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局上下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抓工

作，团结协作、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决战决胜主攻工业，在指

导企业复工复产、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聚焦链条招大引强、助

力企业技改扩产、破解企业融资难等方面积极作为。同时本着

“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严控“三公”经

费，依照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做好预算资金统筹安

排，其编制 2021 年本部门预算能较好地保障部门人员工资、

系统运转及重点项目建设的需要，所提供的 2021 年部门预算

草案总体可行。 

二、审查意见 

通过对相关预算资料的有序审查和有关项目的现场勘查与

调研，我们提出如下重点审查意见： 

1.部分项目资金拨付后缺乏监督及跟踪问效。对涉及企业

的项目资金拨付后，是否专款专用，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缺乏

经常性的监督，也没有及时跟踪，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完

全由企业自行支配，不能及时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建议县工信

局今后对拨付的财政补助项目要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

位监督，努力促进接受财政补贴的企业实现预期效益，达到政

策实施的效果和目标。 

2.对大额预算项目资金安排细化量化不够。项目资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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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预算经费编制不够完整，未细化和量化到具体项目，部

分资金安排的方向和重点过于笼统，如：市重大项目产业发展

引导资金县级配套资金 11837.5 万元、城乡线缆专项整治资金

5000 万元、智能制造扶助资金 2000 万元，等等。建议完善预

算编制方案，按照预算分类的要求，将各类预算支出按类、

款、项三级科目细化，即类级科目综合反映政府职能活动，款

能科目反映为某项政府职能所进行的某项工作，项级科目反映

为完成某项工作所发生的具体支出事项。 

3.预算绩效管理不够严格规范。在项目资金支出中，对各

项目资金的预算绩效目标没有具体的描述内容，也没有设定具

体的指标和要求，这样就会影响到对预算安排的合理性审查。

建议要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科学确定绩效目标指标，提高绩效

评价的可操作性。另外，要重视重大政策出台和项目审批前的

绩效评估，突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让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

的效益。 

4.编制预算的相关资料不够完善。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

导意见》的规定和要求，各部门向人大提交审查的支出预算应

当列示重大政府投资计划和重大投资项目表，请县工信局按照

上述要求，补充和完善 2021 年预算支出的资料和内容，对重

大项目资金要附有相关的测算依据，再提交到年初县人民代表

大会审议。 

5.部门财务人员力量不足。据初步了解，县工信局因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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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缺乏，近几年以来的财务一直采取代理记账方式。由于没

有专职的会计人员，单位会计基础相对薄弱，对资金的拨付和

使用缺乏专职会计监督，以至于一些日常资金及事项账务处理

不及时、不正确，会计监督不到位，特别是在预算资金的编制

和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会计与报账员之间职责不明、权限不分，

影响到每年预算的编制和执行。 

三、工作建议 

为推动县工信局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规范其预算执行行

为，我们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县工信局要以此次 2021 年部门预算重点审查为契机，进

一步增强预算法制观念，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要深入开展

前期工作调研，在完善各项考核机制和办法的基础上，积极主

动地规范和细化预算编制，着力增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完整

性和科学性。在收入预算编制方面，要将能够预见的资金尽量

纳入年初预算，避免因预算不完整而导致预算执行的实际数额

与年初预算数额差距过大的情况。在支出预算编制方面，要科

学合理编制“三公经费”支出预算和政府采购预算，切实细化

项目支出预算，优化项目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其预算透明度

和执行力。 

（二）进一步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 

县工信局要进一步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认真做好预

算执行的前期准备工作，科学合理地把握预算资金的支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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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效控制其结转结余规模。要增强项目预算执行的均衡性

安排，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努力提高预算执

行效率。要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目

标，加强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进一步强化部门预算的监督和约束力 

县工信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预算管理，要强化对所属单

位的业务指导和财务监督，规范下属单位或项目的预算执行，

切实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对于县工信局编制的 2021 年部门预

算，县财政局要认真履行财政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强监督检

查，并加强对相关项目资金的绩效考评，为县人大常委会重点

审查工作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对县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审

议意见和建议，县财政局、县工信局要认真进行梳理，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我县的部门预算编制、执行、管理和监

督等各项工作。 
 

 

 

 

 

 

 

 

信丰县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秘书处       2021 年 3 月 23 日印 

                                            共印 4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