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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5月12日在信丰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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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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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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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以“两个维护”的实

际行动推动工作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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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各项工作达到预期目

标，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较好。

（一）财政收入执行情况

2019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21754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0%，同比增收12046万元，增长5.9%。全县税收收入完成

194014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9.2%，比上年提升6.6个百

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676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0%，同比增收1845万元，增长1.5%。其中：

县级工商税收完成70658万元，同比增收10172万元，增长

16.8%。主要是增值税实现增收。

农业税收16680万元，同比增收455万元，增长2.8%。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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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用税实现增收。

企业所得税15892万元，同比增收3364万元，增长26.9%。主

要是工业企业实现增收。

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其他收入16010万元，同比减收8481

万元，下降34.6%。主要是其他缴入国库的国土资源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减收影响。

专项收入3744万元，同比增收399万元，增长11.9%。

国有资产经营收益3778万元，同比减收4065万元，下降

51.8%。主要是活立木拍卖款减收影响。

（二）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2019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49725万元，同比增支

43500万元，增长8.6%，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4470万元，同比增支3091万元，增长

4.3%。

2、公共安全支出19786万元，同比增支774万元，增长4.1%。

3、教育支出115628万元，同比增支12506万元，增长12.1%。

主要是增加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10527万元，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2513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10820万元，同比增支1006万元，增长10.3%。

主要是增加对工业园企业科技创新及产业转型升级扶持资金。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945万元，同比增支2492万元，

增长72.2%。主要是增加谷山森林公园高佬庄入口广场、游步道、

环山绿道等项目工程款1823万元，市第五届运动会办赛经费和筹

委会工作组经费448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9637万元，同比增支1933万元，增

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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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卫生健康支出61657万元，同比增支2560万元，增长4.3%。

8、节能环保支出10828万元，同比增支500万元，增长4.8%。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92958万元，同比增支36317万元，增

长64.1%。主要是增加马牯山至陈坑公路等县道升级改造工程

13817万元，桃江湿地公园建设、西牛北市政工程款9803万元，

城乡环境卫生治理费用6916万元，信雄大道改造工程5000万元。

10、农林水事务支出70710万元，同比增支3531万元，增长

5.3%。主要是增加上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2560万元，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1020万元。

11、交通运输支出5359万元，同比减支2124万元，下降28.4%。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480万元，同比增支758万元，增

长44.0%。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548万元，同比减支2544万元，下降

62.2%。

14、金融支出532万元，同比减支269万元，下降33.6%。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408万元，同比减支2810万元，

下降53.9%。

16、住房保障支出5699万元，同比减支6679万元，下降54.0%。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866万元，同比减支1224万元，下降

58.6%。

18、新增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781万元。

19、债务付息支出3991万元，同比增支1064万元，增长36.4%。

20、其他支出1091万元，同比减支10095万元，下降90.2%。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2万元，同比减支3万元，下降12.0%。

(三)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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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6762万元，加上级补

助收入30676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20020万元，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4000万元，调入资金103500万元，加上年结余4847万

元，收入总计56588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49725万元，上解

支出7105元，债务还本支出3153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

万元，收支相抵，财政收支结余5895万元。

（四）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基金收入执行情况：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实现

215799万元，同比增收1265万元，增长0.6%。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收入190677万元，同比减收7551万元，下降3.8%；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8084万元，同比减收5222万元，下降39.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149万元，同比减收80万元，下降6.5%。

2、基金支出执行情况：2019年，基金支出累计实现162087

万元，同比减支70876万元,下降30.4%。其中：土地支出全年实

现151119万元，同比减支71623万元，下降32.2%。(1)城乡社区

事务支出154256万元，同比减支70591万元，下降31.4%。(2)债

务付息支出4416万元，同比增支1036万元，增长30.7%。主要是

用于偿还我县2016-2018年收到省厅转贷专项债券129655万元的

利息。(3)彩票事务支出2000万元，同比减支1413万元，下降

41.4%。主要是上级社会福利、体育事业、教育事业彩票公益金

支出。（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60万元，同比增支111万元，

增长9.7%。主要是上级大中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基金收支平衡情况：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215799万元，

加上级补助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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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基金收入总计285507万元；基金支

出162087万元，基金调出100000万元，上解支出3617万元，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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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还本支出18335万元，收支相抵，基金收支结余1468万元。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因资金清算在2020年缴库，收入

为0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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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上年结余60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万元，收支

相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结余45万元。

(六)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37160万元，完成年初预期90.3%，

同比减收7624万元，下降5.3%，主要是减税降费减收，其中：保

险费收入86588万元，财政补贴收入44507万元。

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37647万元，完成年初预期97. 4%，

同比增支2255万元，增长1.7%。

收支相抵，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487万元，滚存结余

138338万元。

（七）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主要特点

2019年全县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全县发

展总体部署，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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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调整持续

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财政运行稳字当头，量质齐升。全县财政部门积极应对

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敢于啃“硬骨头”，有力推动财政运行“增

速平稳、质量提升”。面对减收各项压力，财税征管部门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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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宏观经济走势，深入开展财源调查，始终将培财列在首位。2019

年，我县以创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引领，围绕高新区发展目标

不断夯实平台基础，不断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以大干项目，

干大项目来促进产业集聚集群，推动园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昂起

工业龙头，挺起经济脊梁。2019年主攻工业发展成效明显，信丰

高新区新增规上企业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1家。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18家，总数达到70家，占规上企业总数的69%。继续加

强税收分析管理，合理确定收入预期，做好月度、季度收入预测、

调度工作，完善税源管控机制，夯实征管基础，实现财政收入稳

步增长。2019年财政总收入完成21.75亿元，增长5.9%，其中：

税务部门完成19.4亿元，增长14.3%；财政部门完成2.35亿元，

下降3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68亿元，增长1.5%。2019年，

我县全额税比为89.2%，比上年提升6.6个百分点。其中：地方税

比81.4%，比上年提升10.0个百分点。两个比重提升度均位居全

市第1位，表明我县财政收入的整体规范性进一步增强，收入更

实更优，在实现稳健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健康良好的高质量发展

态势。

二是积极招大引强，主攻工业成效突显。今年以来，紧紧围

绕主攻工业发展战略，围绕电子信息首位产业，大力加强招商引

资力度，打造优良商务环境，进一步提升税源质量和优化税源结

构，逐步形成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的财源体系，重点产业税

收增势良好。2019年，三大产业收入结构由上年的0.4:43.6:56.0

调整为 0.2:45.3:54.5，二产占比较上年提升 1.7 个百分点，经

济发展的权重进一步向第二产业集聚，体现我县“主攻工业”战

略部署取得实效。2019 年，我县工业税收实现 7.2 亿元，比上年

增长 7.46%,占税收收入比重 37.1%，是我县税收最大来源。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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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税收规模看：我县园区税收实现 75327 万元，同比增收 5656

万元，增长 8.1%。从园区主导产业看：我县园区三大产业规上企

业合计纳税 45051 万元，同比增收 11025 万元，增长 32.4%。其

中新型建材产业规上企业纳税30394万元，同比增收11198万元，

增长 58.3%。

三是大力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成效明显。在经济下行压力不

断加大的情况下，我县强化财政“引导力”，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

杠杆作用，进一步实施“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创业信

贷通”等财政扶持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解决企

业的燃眉之急。据统计，2019 年通过“财园信贷通”累计对 99

家企业放贷 51242 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94.89%，2019 年通过

“小微信贷通”累计对 31 家企业放贷 25165 万元，完成全年任

务的 193.58%，2019 年通过“创业信贷通”累计对 55 家企业放

贷 2559 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127.95%。县财政拨付至工业企业

转贷资金 7000 万元，安排增信基金 10600 万元，充分发挥了转

贷资金的杠杆作用，有效缓解企业到期贷款资金周转困难。2019

年，全县财税部门以“十个一批”为抓手，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有效释放企业发展活力，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着

力支持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19 年全县减税降费总规模

达 6.69 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降费 2.01 亿元，减税降费力度空前。

四是全力保障民生发展，调整优化支出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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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工资、

保运转、保民生”的要求，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开源节流，

厉行节约。进一步明确财政支出优先方向，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合理安排各项支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福祉，确保我县民生领域发展“不掉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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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其中：民生

支出 4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2019 年“一卡通”发放的

项目达22大项，占应发项目的100%，累计发放各项资金33481.03

万元。

五是强化资金保障，服务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加大财政资金

保障力度，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和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加大对我县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脱贫攻坚投入，着力贯彻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按期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2019 年安排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000 万元，同比增长

17.6%，安排蔬菜产业奖补资金 9000 万元，安排农村“空心房”

整治资金 2620 万元，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2019 年我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为 8837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389 万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088

万元、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0 万元、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160 万元，资金拨付率为 100%。

六是加强资金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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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规范财经纪律，加强对预算单位的所有支出审核，不合法不合规

的票据不予受理，不合理的开支不予报销，对超范围、超标准的

违纪、违规支出坚决予以拒付。2019 年累计拒付 65 笔支出业务，

拒付金额 4556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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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

招投标条件的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一律纳入财政评审，2019 年对

1745 个基础设施及房建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工程预算审查，涉审资

金总额达到 38.497 亿元，核减工程总费用 24152 万元，核减率

6.3%。通过工程预算审查，在工程建设源头及工程施工过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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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控制了政府投资工程基建项目的投资规模。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逐步完善体制机制，绩效评价有序推进。截止目前，重点从

民生工程和重点工程中选取了68个专项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涉及资金近 2 亿元，其中重点民生资金 1.1 亿元，占绩效评价资

金的 55%。

七是推进财政监督管理，财政管理突显成效。坚持“大监督”

理念，强化财经监管合力，2019年派出检查组 18 个，参检人员

64 人次；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9756.79 万元，查出各项违纪违规资

金 218.14 万元。配合省市县派出精干力量完成省委巡视、财政

部监督局、市委县委巡察工作。加强了财政资金监督，严肃财经

纪律，规范了各单位的财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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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完善扶贫资金动态监管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扶贫资金动态监

控管理。全县各类扶贫资金都已纳入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实

现了扶贫资金的动态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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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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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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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认识到财政

改革和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财政调控能力还较低，资金绩效

管理还较弱，防范风险力度还不够，财政保障压力还较大。对此，

我们要高度重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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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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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认真贯彻“以收定支”原则，坚持政府

过“紧日子”；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加强政府债务

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促进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一）2020 年预算（草案）

根据2020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及上述要求，2020

年预算（草案）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全县财政总收入预期23.23亿元，增长6.8%，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期13.20亿元，增长4.1%。

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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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县本级支出 324043 万元(含上级专项追加指标 70000 万

元)。

(1)人员经费安排情况

根据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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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资金安排要

求，安排人员经费计 125894 万元。主要是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资金按照要求保障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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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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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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

安排公用及业务经费。2020 年公用及业务经费支出计划安排

15140 万元。

(3)专项经费安排 7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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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支出 22400 万元，主要用于南京路东

段、福州路新建项目资金 4687 万元，西江河整治与修复项目资

金 2000 万元，桃江湿地公园物流城段综合整治修复项目资金

15713 万元。

（6）上级专项追加支出 70000 万元。

财政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747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基金收入预期23.32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预期20亿

元(包括：2019年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应入库7亿元，2020年预计出

让土地实现收入13亿元)；新增债券资金2.9635亿元；彩票公益

金收入5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6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000万

元；上年结余1468万元。

（2）基金支出预期23.19亿元。一是2020年政府项目工程建

设及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19.07亿元（其中：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2.9635亿元，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资金0.5552亿元和高新区标准厂房建设项目资金2.4083亿

元）；二是其他项目基金支出0.6亿元(含报批规费等支出3000万

元,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支出3000万元)；三是建立政府还贷准备金



12

支出及征拆支出3亿元；四是提前下达的上级补助支出1000万元；

五是基金上解支出4200万元。

基金收支相抵，当年结余1292万元。（为维持2020年财政收

支平衡，通过争取上级补助、整合涉农资金、政策性融资以及PPP

等方式解决建设资金）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700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

利润收入。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700万元，主要是安排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3）上年结转收入 45 万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转下年收入45万元。

4、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142024万元，同比增收4864万

元，增长3.5%。其中：保险费收入83559万元，财政补贴收入52875

万元。

（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141221万元，同比增收3574万

元，增长2.6%。

收支相抵，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803万元。累计结余

139141万元。

(五)县交通运输局2020年部门预算草案重点审核情况

按照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县交通运输局部门预算草案进

行了重点审核，情况如下：

（1）收入预算18441.7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1030.74

万元，非税收入返还146.9万元，上年结转7411.05万元。

（2）支出预算18441.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23.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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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17318.70万元。按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5万元，社会保障支出57.2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2.74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60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311.96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10206.6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5.71万元，其他支出6747

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547.45万元，商品服

务支出564.54万元，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24.11万元，资本性支

出17305.69万元。

（二）认真抓好 2020 年预算执行工作

围绕上述财政工作总体要求和预期目标，2020年全县财税部

门要坚持抓早、抓细、抓实，推动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重点

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培植财源，做大财政蛋糕。着力推进创新发展和产

业升级，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做好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进一步提高站位，着力

创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整合工业发展、技改、奖补各类资金，

加大投入保障落实。转换思想抓投入，不仅要“筑巢引凤”，还

要“引凤筑巢”，用好用活有限财政资金，通过工业园区建设投

资公司这个平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园区建设，解决园区建设投

入不足的问题。重点支持加快首位产业建设，全力推进工业经济

体量壮大，推进园区税收有明显突破性增长。

二是坚持争资争项，提高财政保障。2020年全县各单位要

集思广益、全员动员，开拓思路，创新方式，多渠道，多方位出

击，“南下北上”，努力实现争资争项有新有效、新作为，全力解

决建设资金发展困境。一是认真开展“北上”对接工作，吃透省

市公共财政政策，争取对“北江源”沿县给予生态补助资金，确

保财力补助等各类资金都有新突破；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配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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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协调，加大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有新进展，全力解决重

点建设项目从专项债券中筹资资金问题。二是加强政策性融资情

况对接工作，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对接土地开发融资、棚户区改造

贷款、扶贫搬迁融资及农发专项基金贷款工作。三是积极适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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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开展 PPP 项目建设，

加强资金引导，抓好银企对接，用好工业转贷资金、高新技术企

业增信资金，拓宽“信贷通”融资范围，进一步优化企业项目融

资环境。

三是坚持民生底线，筑牢财政根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决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精打细算，执守简朴、力戒浮

华，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进一步明确财政支出优先方向，加大

结构调整力度。一般性支出要大力压减，不必要的项目支出要坚

决取消，新增项目支出要从严控制，严禁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原则上不开新的支出口子。继续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的发展要求，合理安排各项支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福祉。集中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实施就业优先

政策，改善城镇居民居住环境，促进公共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

加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着力解决“城镇挤”与“乡村弱”的问题，进一步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支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四是坚持深化财税改革，强化财政管理。深化财政国库管理

制度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按照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总体要求，推进综合预算管理。推动零基预算理念，



15

坚决改变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中的基数依赖，根据实际需要科学

核定预算，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硬化预算执行

约束，严格执行同级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加快国资国企改革，

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强化财政管理监督，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监督，不断提升

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

五是坚持乡村振兴，助推财政扶贫。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继续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力度，支持巩固脱贫成效，建立稳

定的脱贫长效机制。继续做好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工作，

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项目实施

效果。通过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提高财政涉农扶贫资金的精

准度和使用效益，着力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继续做好财政惠

农信贷通及扶贫产业信贷通工作，精准对接扶持对象发展产业金

融需求，通过财政风险补偿机制，撬动放大金融涉农投入，充分

发挥金融助推现代农业发展作用，支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动

“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六是坚持绩效评价，提升财政效益。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加

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积极推进

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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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2020 年要进一步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对新出台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

申请预算的重要参考。优化绩效目标，把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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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前提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

复下达，提升绩效目标的约束力。力争到 2022 年，我县基本建

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进绩效管理

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形成“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良性机制，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

使用效益，全面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

各位代表，决胜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激励我们奋勇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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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支持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

实拼搏，攻坚克难，为实现信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