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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的决议 

 

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6 月 23 日，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

取和审查了《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草案）》，会议结

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草案）

进行了审查，决定批准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 

会议要求： 

一要夯实财源基础。充分运用好中央各项财税扶持政策，

扶持县域各类企业做大做强，推进县域经济体量壮大，进一步完

善综合治税平台功能建设，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各项收入



源头管控。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取得争资争项工作的新突破，不断

壮大我县财政硬实力。 

二要规范预决算编制。要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改进和

完善预决算的编报。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加大对部门会计基础工作

的督导，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和监管，完善追加支出审批程序，减

少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持续降低预算调整率。 

三要加强财政管理。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突出保障重

点领域支出，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

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加强对重大

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等绩效评价，强化各预算单位的责任意识和

效率意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要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要深入学习最近全国“两

会”精神，在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按照“六稳”和“六

保”工作要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

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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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信丰县 2019 年

财政决算报告（草案）的议案》的 

表 决 结 果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共 31 人，参加会议审议表决《县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报告（草案）的议案》

实到人数为 28 人，表决采取电子表决方式进行，表决结果统计如

下：  

赞成票              28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审议表决《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

算报告（草案）的议案》的赞成票共计 28 票，超过县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

(草案)予以通过。 

 



附件 2： 

关于《信丰县2019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草案）》

的初审报告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工作安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沈君兰带领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组成的调查组，于 5 月下旬

对我县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进行了调查，听取了县财政局关于我

县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汇报，深入了解了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

况和决算编制情况，并结合审计工作情况，对决算报告（草案）

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就初审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等四套账收支情况 

2019 年度，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217546 万元，同比增收

12046 万元，增长 5.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6762 万元，

同比增收 1845 万元，增长 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30676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0020 万元、上

年结余收入 4847 万元、调入资金 10350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4000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565889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4405

万元后，全年可用财力合计 558784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549725 万元，同比增支 43500 万元，增长 8.6%，加上上解支

出 710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153 万元以及安排预算调节基金 11



万元，全年支出总计 559994 万元。全年收支相抵，财政收支结余

5895 万元，体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2019 年政府性基金实现收入 21579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2.44%，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045 万元、上年结余 250 万元、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66413 万元，全年基金总收入 285507

万元；当年实现基金支出 162087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3617 万元，

基金调出 100000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8335 万元，全年基金

总支出 284039 万元。收支相抵，基金收支结余 1468 万元。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0 万元（因资金清算在

2020 年缴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5 万元。收支相抵（上

年结余 60 万元），当年累计结余 45 万元。 

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37160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

的 90.3%，同比减收 7624 万元，减收 5.3%；当年社保基金预算

支出完成 137647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 97.4%，同比增支 2255

万元，增长 1.7%。收支相抵，当年结余－487 万元。年末累计结

余 138338 万元。 

二、初步审查情况 

2019 年一年来，县人民政府及其财税部门深入贯彻中央、省、

市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及县

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议要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发

挥财税职能，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一手

抓收入征管，力求应收尽收；一手抓资金整合，支出做到有保有



压。着力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规范预算编制执行，不断强化

财政监管，较好地完成了当年预决算等各项任务。因此，我们同

意县财政局代表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信丰县 2019 年财政决算

情况报告（草案）》。 

过去的一年，我县财政工作虽然总体上较好，但也存在一些

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因素增多，财源基础有

待进一步夯实；民生事业和政府债务偿还等各项刚性支出存在压

力，财政收支平衡有一定难度；预算编制和绩效管理工作需进一

步加强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

决。 

三、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为加强财政预决算管理等各项工作，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夯实财源基础，不断壮大财政硬实力。面对今年统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一要充分运用好中

央各项财税扶持政策，本着“打通堵点、补齐断点”的原则思路，

扶持县域各类企业做大做强，推进县域经济体量壮大，不断夯实

财源基础，培育新的财税增长点；二要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税平台

功能建设，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各项收入源头管控，堵塞

“跑、冒、滴、漏”，在收入征集上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在争资争

项上有新作为。要抓住今年受疫情影响中央对地方的各项债券和

融资“扩容”的有利契机，由各有关部门主动对接好，在政府债



券转贷、棚户区改造贷款、扶贫搬迁融资及农发专项基金贷款等方面

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取得争资争项工作的新突破，不断壮大我县财

政硬实力。 

（二）规范预决算编制，不断强化预算约束力。要严格按照

《预算法》要求，改进和完善预决算的编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合理制定定员定额支出标准，从源头上解决基本支出挤占

项目经费问题，对一些不合理的支出或由于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

支出要压减或取消，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

各预算单位要切实履行部门预决算编报的主体责任，细化专项资

金项目预算，完善政府采购预算，增强部门预算的约束力。财政

和审计部门要加大对部门会计基础工作的督导，加大对财政和预

算部门预决算业务工作的培训，不断提升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要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和监管，完善追加支出审批程序，减少预算

执行中的随意性，持续降低预算调整率。 

（三）加强财政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统筹力度，统筹安排财力，突出保障重点领域支出。不

断优化国库管理流程，打造安全高效的财政资金管理链条。全力

推动重点领域资金的监督检查常态化，确保项目资金落实到位，

发挥效益。以深入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文件

精神为动力，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



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加强对重大

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等绩效评价，强化各预算单位的责任意识和

效率意识，全面扩大和细化预决算信息公开内容，接受社会和公

众监督，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

全面小康社会。今年是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要深入学习最近全国“两会”精神，在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按照“六稳”和“六保”工作要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

续加大对脱贫攻坚、科技教育、社会保障、乡村振兴和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使财

政支出的重点放在脱贫攻坚和民生保障方面，充分体现公共财政

的功能特点，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