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2月22日在信丰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信丰县财政局局长   邓文英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全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

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

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县财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从增强“四个意识”、落实“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围绕大局，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狠抓落

实，不断夯实财源基础，继续优化支出结构，稳步推进财政改革，

各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2018 年全县财政总收

入完成 205500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 102.8%，同比增收

22200 万元，增长 12.1%。全县税收收入完成 169821 万元，

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 82.6%，比上年提升 2.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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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4917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

100.8%，同比增收6844万元，增长5.8%。其中： 

县级工商税收完成60485万元，同比增收4526万元，增长

8.1%，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增收2689万元，增长92.3%。 

农业税收16225万元，同比减收866万元，下降5.1%，主

要是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减少3071万元。 

企业所得税12528万元，同比增收4269万元，增长51.7%，

主要是主攻工业成效显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逐步攀升。 

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其他收入24491万元，同比增收

6410万元，增长35.5%，主要是国土资源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实现增收。 

专项收入3345万元，同比减收4928万元，下降59.6%，主

要是森林植被恢复费比上年减收4970万元。 

国有资产经营收益7843万元，同比减收2567万元，下降

24.7%。主要是公租房拍卖收入减收。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2018 年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 506225 万元，同比增支 64880 万元，增长

14.7%，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1379万元，同比增支13316万元，

增长22.9%。 

2、公共安全支出19012万元，同比增支2624万元，增长

16%。主要是增加购置城区小型消防站和乡镇专职消防站的消

防车辆和器材装备款892万元，天网工程资金570万元，县交管

大队新营房设备购置款532万元。 



 

3、教育支出103122万元，同比增支13413万元，增长15%。

主要是增加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8029万元，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中央补助资金2491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9814万元，同比增支947万元，增长

10.7%。主要是增加对高新区企业科技创新及产业转型升级扶

持资金。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453万元，同比增支494万元，增

长16.7%。主要是增加上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606

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704万元，同比增支6593万元，

增长12.9%。主要是增加上级全民健康保障工程中央资金3968

万元，天华生态休闲老年公寓项目征地及前期费用1178万元。 

7、医疗卫生支出59097万元，同比增支805万元，增长

1.4%。 

8、节能环保支出10328万元，同比增支5037万元，增长

95.2%。主要是增加金鸡林场项目资金3443万元，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2606万元。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6641万元，同比增支14460万元，

增长34.3%。主要是增加县道升级改造工程款5629万元，城乡

环境整治费用3948万元，桃江西岸一期综合改造项目资金2505

万元，汽车总站工程款1457万元。 

10、农林水事务支出67179万元，同比增支8981万元，增

长15.4%。主要是增加上级新农村建设资金7980万元，易地扶

贫搬迁省级补助资金1825万元。 



 

11、交通运输支出7483万元，同比减支9591万元，下降

56.2%。主要是上年同期拨付上级补助用于国道105绕城改建工

程7705万元。 

1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1722万元，同比减支91

万元，下降5%。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092万元，同比增支2885万

元，增长239%。主要是增加谷山森林公园绿道建设、植物园改

造项目款2770万元。 

14、金融支出801万元，同比增支49万元，增长6.5%。 

15、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5218万元，同比增支2989

万元，增长134.1%。主要是增加上级土地整治工作中央资金

3919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12378万元，同比减支2689万元，下降

17.8%。主要是减少了中央财政公共租赁住房及其配套设施专

项补助资金1965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140万元。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090万元，同比增支173万元，增

长9%。 

18、债务付息支出2927万元，同比增支279万元，增长

10.5%。 

19、其他支出11186万元，同比增支4341万元，增长

63.4%。主要是增加上级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转移支付卫生室建

设资金。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5万元，同比增支15万元，增长

150%。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18 年全县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24917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268597 万元，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5087 万元，调入资金 105056 万元，

加上年结余 2315 万元，收入总计 515972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506225 万元，上解支出 8195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930 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结余 622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实现214534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140.6%，同比减收46736

万元，下降17.9%。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实现212763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2018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实

现232963万元，同比减支58196万元,下降20%。其中：土地支出

全年实现222742万元，同比减支60565万元，下降21.4%。主要

是消化上年度挂账支出6.17亿元，六大攻坚等重大项目建设支

出109830万元，征地拆迁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30706万元，

还本付息支出20562万元，彩票公益金项目支出3413万元，城市

污水处理支出975万元。 

（3）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14534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3930 万元，上年结余 531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4557 万元，当年基金收入总计

243552 万元；基金支出 232963 万元，基金调出 10000 万元，

上解支出 340 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结余 249 万

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2018年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完成23万元，主要是信丰县中医院股权的股利收

入23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2018年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完成28万元，主要是根据预算收入来源安排至单

位列支的国有资本经营成本性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18年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23万元，加上年结余65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总计8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8万元，收支相

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结余60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41759万元，完成年

初预期111.33%，同比增收14455万元，增长11.35%，其中：

保险费收入87335万元，财政补贴收入48867万元。全县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32359万元，完成年初预期115.64%，同比

增支17957万元，增长15.7%。收支相抵，当年社会保险基金

收支结余9400万元。 

（五）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主要特点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县财政部门

围绕全县发展总体部署，以新状态适应新时代，积极发挥职能

作用，夯实财源基础，优化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加强财

政管理，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是扎实做好组织收入工作，财政综合实力实现新提升。

一年来，财税部门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依法依规组织收



 

入，积极推进综合治税，完善收入征管机制，实施对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动态管理，做好税收存量清理、增量拓展

工作，挖掘增收潜力，夯实征管基础，壮大财政收入规模，全

县财政实力进一步提升。2018 年收入总量显著提升，财政总收

入突破 20 亿元，达到 20.55 亿元，增长 12.1%。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12.49 亿元，增长 5.8%。特别是在全面贯彻减税降

费政策基础上，积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做

实做优财税收入，税收收入完成 16.9 亿元，比 2015 年净增 4

亿元增长 30%，年均增长 9.42%。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

重继 2017 年首次突破 80%后，2018 年再次提升至 82.6%。 

二是全力服务打好攻坚战，助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持续

加大“六大攻坚战”投入，在全面严控风险、融资收紧形势下，

积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投融资方式，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

导向、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加大推广运用 PPP 模式、引导基金、

政府购买服务等融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大项目、基础

设施、脱贫攻坚等，强化资金保障，确保建设项目有效落地。

全年政府投资（政策性融资、向上争资）达到 65 亿元，有力保

障各重大项目顺利推进。PPP 政策的“杠杆效应”进一步发挥，

2018 年新增工业园智能制造科技园、花园小学、农村基础设施

提升等 3 个 PPP 项目，全县 5 个 PPP 项目总投资达到 60.5 亿

元，获得奖补 500 万元。抢抓机遇，持续发力，密集“北上”，

争资争项有新成效。全年共争取各类资金 45.2 亿元，同比增长

24.3%，在财政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有力缓解资金

压力。特别是在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项目争资争项上取得新



 

进展，新突破，包括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重点生态功能区

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等新增财力 1.5 亿元，基础设施补短板资

金 2568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新增 1 亿元总数达到 5 亿元。 

三是扶持实体经济发展，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2018 年

是“主攻工业、三年翻番”收官之年，突出主攻工业、巩固骨

干财源，强投入、打基础、谋长远，聚集资金加大产业扶持投

入，除民生工程、脱贫攻坚投入外，其他投入大幅度投向工业，

全年工业投入达到 18.5 亿元。包括全面落实县委、县政府鼓励

投资若干政策规定、扶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惠政策、高质量

发展等政策措施，发放产业引导资金 8.3 亿元，凸显信丰“洼

地效应”；持续开展“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落实好减税降

费各项财税优惠政策， 2018 年新增减税降费 6.5 亿元；优化

企业融资环境，减轻企业融资负担，用好工业转贷资金、高新

技术企业增信资金，财政支持企业累计转贷 25658 万元，财园、

小微、创业 3 个信贷通累计放贷 7.64 亿元； 2018 年全县实现

工业税收 6.72 亿元， 同比增收 17170 万元，增长 34.3%。新

增 1000 万元以上纳税大户 4 户。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

2018 年全县整合投入资金 2.34 亿元，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快速、高质量推进，完成了

总投资 8.3 亿元的安西片区项目，启动总投资 1.2 亿的谷山-同

年寨森林公园、西江河、嘉定镇废弃稀土矿冶理片区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等项目，我县山水林田湖草项目成为省市样板，多批

外省考察团来参观取经。 

四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对减收



 

增支因素叠加、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县财政按照“保

运转、保民生、保增长”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大力实施好民生实事，集中财力办大事，突出普惠性、持

续性，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2018 年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突破 50 亿元，达到 50.6 亿元，比 2015 年增支 18

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16%，财政支出连年快速增长，有力提升

了各项民生、重点支出保障水平。2018 年用于教育、农林水事

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文化体育与传媒、

住房保障等十三项民生类支出完成 39.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78.7%，同比增长 12.6%；支农、教育、科技三项法定

支出 18 亿元，同比增长 14.9%；八项支出 38.7 亿元，同比增

长 17.3%。积极提升财政惠农资金“一卡通”管理水平，简化

发放手续，提升发放效率，确保资金安全，2018 年“一卡通”

发放项目 22 大项，占应发项目的 100%，发放资金 27788 万

元，资金发放率达 99.6%，连续多年全市排名前列。 

五是统筹资金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加大“三农”

投入，全力助推脱贫攻坚事业，根据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不

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阶段性

成效。2018 年县财政累计统筹投入精准扶贫攻坚战各类资金

16.78 亿元。先后制定《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脱贫攻坚资金乡级报账制操

作办法》等一系列措施办法，对整合的项目资金使用统一安排，

确保资金投入用途不变、渠道不乱，建立脱贫攻坚工程项目“绿

色通道”，最大限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由于我县在资金整合规



 

模、资金拨付进度、落实资金应整尽整要求等方面工作开展较

好，2017-2018 连续 2 年被省财政厅、扶贫办评为资金统筹整

合和专项资金绩效考评先进县。 

六是着力深化财税改革，规范管理提高绩效。巩固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成果，扎实做好了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准

备工作，2019 年元月已正式上线。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首

次建立了政府性投资项目预算评审库，10 家造价咨询公司获评

审资格，对 2018 年政府类投资的基础设施及房建工程建设项

目一律进行预算审查，涉审金额达到 19.6 亿元，核减费用 1.9

亿元，核减率 9.7%。严格单位支出审核把关，对不合法不合规

的票据一律不予受理，核算中心累计拒付金额 1637 万元；有

效监督各项公务开支，公务卡结算支出稳步增加达到 1965 万

元；加强政府采购、资产管理，政府采购实际支出 27911 万元，

节约率 4.1%，采购总量和节约资金较上年都有所增长；严把资

产交易关，全县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全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经营权）交易总额 2947 万元，增幅达

22.5%。加快所有存量资金清理，对以前年度结余结转两年以

上的专项资金，清理盘活 9578 万元收回财政统筹使用；开展

了财政和行政事业单位暂付款项摸底核查和清理工作，建立清

理暂付款项的工作机制，2018 年底财政、行政事业单位暂付款

规模分别比上年压缩了 83.6 %、20%。加强了政府债务管理，

分年度、分类别积极消化隐性债务存量。 

七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坚持“大监

督”理念，强化财经监管合力，开展了会计信息质量、乡镇“小



 

金库”专项治理、脱贫攻坚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盘活财政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等重点检查，累计派出检查组 18 个，被检查单

位 180 户，查出违规资金 803 万元。其中，乡镇“小金库”专

项治理重点检查面达 37.5%，发现 “小金库”1 个。针对脱贫

攻坚项目管理、资金使用中的问题，联合项目管理部门、审计

部门加强项目资金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时

整改，形成齐抓共管、从严问责的工作机制；加强村级财务管

理监督，会同农粮、审计部门开展了村级财务专项整改及“回

头看”专项检查；在全县开展了奖金工资补贴、“三公”经费、

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检查，确保经费合规使用；开展了

票据使用检查，严格按规定管理、领购、核销、缴销票据，规

范使用票据，从源头上控制违规行为。 

各位代表，2018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

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对财政工作高度重视的结果，是县人大、政协

及代表委员们对财政工作大力支持和依法监督的结果，也是全县

人民和广大财税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财政运行中“稳中有难、稳中有

忧”，主要是新的增长动力还难以完全对冲下行压力，实体经济没

有完全脱困，绩效管理还需加强，加上部分政府债务进入还债高

峰期，资金调度依然紧张，财政保障压力仍然较大。对此，我们

将高度重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9年是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县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

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这条主线，

坚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大力减税降费;调整优化支

出结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

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根据2019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及上述要求，

2019年预算（草案）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全县财政总收入预期22亿元，增长7.1%，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期12.68亿元，增长1.5%。 

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126751 万元及上级提前告知

的专项转移支付加中央税收返还、上级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上

级支出，测算县本级财力合计 279643 万元(含上级提前下达的

专项追加指标 69000 万元)。根据财力情况，2019 年拟安排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78733 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安排情况 

根据 2018年 12月份各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财政供养

人员数及工资标准安排人员经费 126000 万元。 

(2)公用及业务经费安排情况 

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勤俭节约要求，继续深化部门



 

预算改革，体现公共财政职能，考虑收入项目单位减收因素，

按照上级财政要求，提高公用经费标准，并结合上级有关政策

要求安排业务经费，为加强机关建设保障，加大各单位工会经

费和职工培训经费保障力度。2019 年公用及业务经费共安排

15905 万元。 

(3)专项经费安排 56828 万元。 

(4)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及其他成本性支出安排 11000 万元。

主要是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列支 5000 万元；其他成本性支出

6000 万元。 

(5)上级专项追加支出 69000 万元。 

财政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91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1）基金收入预期15.26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预期15

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预期500万元，污水处理费预期850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1000万元，上年结余249万元。 

（2）基金支出预期15.24亿元。一是2019年政府新开工重

点项目及以前年度续建项目工程支出5.36亿元；二是其他项目

基金支出1.85亿元(含报批规费等支出5000万元,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支出1.35元)；三是建立政府还贷准备金支出8亿元。四是

按基金上解要求，上解上级各项基金支出275万元。 

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200万元。（为维持2019年财政收

支平衡，其他六大攻坚战等其他支出通过争取上级补助、整合

涉农资金、政策性融资以及PPP等方式切实加以解决）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33万元,主要是县

中医院股权的股利收入。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23万

元，主要是根据预算收入来源安排至单位列支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收支相抵，当年结余10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期收入152444万元，其中：

保险费收入85178万元，财政补贴收入61736万元。全县社会

保险基金预期支出140999万元，其中：保险费支出133634万

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11445万元。 

(五)县林业局2019年部门预算草案重点审核情况 

按照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县林业局部门预算草案进行

了重点审核，情况如下： 

（1）收入预算19385.1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055.81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7373.06万元，其他收入2525.99万元，

上年结转3430.27万元。 

（2）支出预算19385.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123.27

万元，项目支出6261.86万元。按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支出

881.7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606.8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50万

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106.79万元，农林水支出15136.34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372.66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0.74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7174.64万元，商品

服务支出6611.42万元，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216.61万元，资

本性支出5382.46万元。 

三、扎实做好 2019 年各项财政工作 



 

围绕上述财政工作总体要求和预期目标，全县财税部门将

抢抓机遇、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2019年全县财政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着力：  

（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一是着

力支持创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发挥产业引导资金作用，加大

投入保障落实重大项目、工业园区和企业发展的一系列财税扶

持政策，重点支持加快电子首位产业建设，全力推进工业经济

体量壮大、结构优化、层级提升；招大引优，支持推进专业市

场、现代物流、金融、总部经济培育，培育和壮大地方财源，

创造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发展引擎。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支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二是进一步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发展环境，把各项政策用好用足。用好工业转贷资金、高新技

术企业增信资金和各类“信贷通”，鼓励金融机构拓展金融产品，

使融资环境更宽松、更便利、更高效；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

微企业支持力度，“量身定做”更加精细化、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加强引导，加快推进PPP项目建设。进一步规范PPP项目管理，

建立联动复核审核机制，确保新入库项目质量，重点推荐重大

项目、污染防治、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基础公共服务补短板

的项目采用PPP模式。三是把握中央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密切

跟踪国家、省投资动态，吃透公共财政政策，加强项目开发，

对列入2019年项目库的项目，主动对接，积极跟进，重点争取

更多的新增均衡性转移支付、新增债券额度、重大改革试点、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山水林田湖草、“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等项目补助资金。 

（二）强化收入征管，加大保障能力建设。一是贯彻高质

量发展要求，加强财政收入预期管理，推动财政收入可预期、

精准化，努力实现财政收入有质量、可持续、结构优化，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占GDP和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逐

年稳步提高。二是完善税收机构改革，理顺征管机制，依托综

合治税平台，健全政府领导、财税牵头、部门合作、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综合治税格局，堵塞收入漏洞，提升征管效能。三

是加强非税收入征缴，组织清理清缴土地出让金、行政罚没款

等重点非税收入，重点做好新出让地块的清算核定，确保净地

挂牌，2019年土地收入数预计为15亿元，奋斗目标20亿元，全

力保障各项民生工程及重点项目资金需求。 

（三）优化支出结构，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积极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

可持续方向，着力消除民生痛点，持续实施民生工程。继续按

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的要求，优先安排基本公

共服务支出，统筹财力保障省市县下达的民生工程实事的实施，

加快推进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二是聚焦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除上级文件明确的项目资金应纳入

统筹整合资金范围，其他投资于“三农”建设部分的涉农扶贫

资金符合脱贫攻坚规划的都纳入整合范围，缓解脱贫攻坚项目

支出压力；善于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构建常态化的政府、

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齐心协力、

形式多样的扶贫攻坚生动局面。三是完善财政监管体系，注重



 

财政资实效性管理。民生资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每一笔资

金都要看住、管好、用对地方，对各级各类财政扶贫资金实施

动态监控，推进财政扶贫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切实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四）创新财政管理，深入推进财税改革。一是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以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大幅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

策实施效果。抓紧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

钩机制，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长期沉淀的资金

一律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统筹用于亟需支持的领域，实现财政

结余结转存量资金盘活常态化。二是深化支出管理改革。落实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改进政

府采购代理和评审机制，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措施，健全政

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确

保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上线平稳运行。三是全面激活国有企业、

融资平台等各类要素资源，改革投融资体制，适应金融监管形

势的变化，积极尝试项目收益债、债权融资计划、融资租赁、

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方式，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兴

产业发展、发展新业态上发挥财政的更大作用。 

（五）强化财政可持续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强

化财政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做实

部门预算；科学合理调度和拨付资金，提高预算执行均衡性和规

范性；加强绩效结果运用，提高资金运行使用的效率和效益。要



 

严格暂存款暂付款管理，2019年以后暂付款累计余额不得超过县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额的5%；新增借款事

项需按程序报请县有关会议审批。二是强化财政投资评审。规范

财政性项目投资行为，严控项目工程预算资金变更；抓好评审机

构管理与考核，提升审核质量。三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落实清

收责任，加大政府性债权清理清收力度，纠正政府投资基金、PPP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合理确定隐性债务化解期

限，积极消化隐性债务存量，对现有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整合，依

法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真正实现市场化经营和融资。同时认真

做好各类“信贷通”、转贷资金回收、再贷工作，加强贷后风险控

制，按照中央、省、市的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底线”，使资金用活用好用安全。 

各位代表，高质量发展需要召唤着我们，跨越式发展事业

激励着我们。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依法监督、县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道路上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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