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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乐县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 2月 26日在南乐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师啸宇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提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

士提出意见。 

一、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

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县人

大、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提质工

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有效破解了稳增长、

防风险、惠民生等多重难题，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2018 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全县收支情况。2018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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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 60197 万元，实际完成 66355 万元，为预算的 110.2%，较

上年增长 23.2%。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250414 万

元，预算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

预算调整为 311068 万元，实际完成 30902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3%，较上年增长 13.4%。 

（2）县本级收支情况。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县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42433 万元，实际完成 48039 万

元，为预算的 113.2%，较上年增长 26.9%。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

议批准的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229747 万元，预

算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

整为 287868 万元，实际完成 28582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3%，

较上年增长 14.2%。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县收支情况。2018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

预算为 100195 万元，实际完成 97727 万元，为预算的 97.5%，

较上年增长61.9%。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66701万元，

预算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

调整为 137632万元，实际完成 13763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较上年增长 43.4%。 

（2）县本级收支情况。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县本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100195万元，实际完成97727

万元，为预算的 97.5%，较上年增长 61.9%。县十五届人大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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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批准的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56460 万元，

预算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

调整为 124470万元，实际完成 12447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较上年增长 59.7%。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8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45936 万元，实际

完成 48963 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38896 万元，实

际完成 51762 万元；当年结余-279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4790

万元。 

（二）2018 年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从 2015 年起，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县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

197412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89368 万元，专项债务 108044 万元。 

截至 2018 年底，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171373 万元。其中一

般债务 63329 万元，专项债务 108044 万元。债务余额控制在限

额范围之内。 

上述财政收支和政府债务数据为快报数，在完成决算审查汇

总及办理上下级财政年终结算后还会有所变动，决算结果届时报

县人大常委会审批。 

（三）2018 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按照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科学谋

划，精准施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着力支持改善民生和重



 —— 4 ——

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我县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 

1.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和

县委决策部署，提高站位，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优化财政资

源配置，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坚强支撑。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和中央严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各项要求，成立了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

小组，出台了《南乐县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府性债

务风险管控化解工作方案》等文件，制定了债务风险防控化解计

划，明确了具体量化目标和措施。积极调整支出结构，拓宽偿债

资金来源。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 64255 万元。目前，

我县各项债务风险指标均在可控范围以内。 

支持全县脱贫攻坚。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增强贫

困地区内生动力，促进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加大投入力度。

筹措资金 15504 万元，着力改善贫困乡村基础设施，优化生活环

境；加强与金融、保险、商务、农牧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确保了

“百企万户”产业扶贫、农村电商扶贫、金融贷款扶贫和农业保

险扶贫等各项政策落地实施；为全县 153 名县派驻村书记和 188

名县派驻村队员安排专项经费，保障了基层扶贫工作有序开展。

强化资金监管。制定了《南乐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用好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落实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旬报制

度，及时发现并整改存在的问题。在县政府网站、乡镇行政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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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栏等及时公告公示各项扶贫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资金

运行公开透明。2018 年全县扶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达 96.2%，超

额完成省定 92%的考核指标。 

支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建立稳定投入增长机制，筹措资金 15152 万元，用于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其中：投入 7493 万元，用于大气污染防治；

投入 3128 万元，用于水污染防治；筹措资金 4531 万元，提升城

市供水和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事业保障能力。 

2. 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围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

短板弱势，加大投入力度，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协调发展。 

拓宽投融资渠道，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的 PPP 模式，引入金融及社会资本，加快推进我县重点项目

实施。截止 2018 年底，南水北调集中供水、森林公园、马颊河

及南湖公园、东湖湿地公园 4个项目总投资 15.91 亿元，已纳入

国家 PPP 项目管理库；投资 4.6 亿元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也已纳入省 PPP 项目管理库。为确保上述重大项目融资建设和

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筹措资金 52851

万元，支持三农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其中：筹措资金 3262 万

元，用于农村公路建设；筹措资金 13681 万元，建设美丽乡村、

发展村集体经济试点；筹措资金 815 万元，实施“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项目 62 个；筹措资金 3500 万元，用于农村畜禽粪污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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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

购置补贴共计 7633 万元；筹措资金 6909 万元，建设 5 万亩高标

准农田，确保粮食安全。 

3.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2018 年全县财政民生支出达

26854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 86.9%，确保了财政各

项惠民政策有效落实。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筹措资金 68064 万元，支持扩大学前教

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免除普通高中家庭困难

学生学杂费等。其中：筹措资金 7172 万元，保障全县 7 万余名

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筹措资金 2490 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44964 人次；筹措资金 3422 万元，支持一中新校区建设；

筹措资金 6207 万元，支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学校校

舍维修改造、学前教育学校改扩建和教师周转宿舍建设。 

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筹措资金 49174 万元，全面推进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提高职工基本养老待遇。城市、农村低保每人每月补助标准由

430 元、147 元提高到 470 元、154 元；特困人员分散、集中供

养每人每年补助标准由 3500 元、5000 元提高到 4316 元、6000

元；为全县 80 周岁及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 690 万元；拨付资

金 910 万元，对特困残疾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进行补贴；推

动创业带动就业，重点支持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创业，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66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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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筹措资金 42030 万元，支持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

药物制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各

项医改工作有序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450 元提高到 49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50

元提高到 55 元；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标准由 60

元提高到 70 元；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农村适龄妇女和城市低保龄妇女“两癌”筛查、贫困妇女

“两癌”救助。 

促进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筹措资金 3163 万元，支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文化下乡等活动、支持地方博物馆纪念馆、

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筹措资金 8168 万元，支持市政维护、

城市照明、环卫、绿化等，维护城市人居环境。 

加强保障房建设。筹措资金 48198 万元，支持城中村、棚户

区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4.深化财税改革。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财税改革的安排部

署，突出重点，加大力度，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扎实推进。 

加强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优化管理流程，严控预算追

加。完善加快预算执行督导督促机制，提高财政支出均衡性。建

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财政存量资金管理等机制，加强财政

资金统筹整合，盘活存量资金 6429 万元，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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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刀刃”上。 

积极推进综合治税。落实征管责任，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加

强对纳税主体和小税种的管理，挖潜增收，全力堵塞漏洞，带动

税收增收 6580 万元，税收征管水平进一步提高。 

切实加强财政监督。围绕扶贫资金、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等重

点问题，先后组织开展了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环保专

项资金等 4次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了一批存在的问题，促

进了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政府采购行为更加规范，全县政府采

购总金额 2987 万元，节约资金 135 万元，节约率 4.5%。严把评

审关口，完成财政评审项目 465 个，送审金额 138436 万元，审

定金额 120683 万元，审减金额 17753 万元，审减率 12.8%。 

各位代表，2018 年财政成绩来之不易，得益于县委、县政

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县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得益于全县干

部职工的辛勤努力。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

到当前财政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受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影

响，财政增收压力加大；二是各项社会保障标准和在职职工工资

提标、支持三大攻坚战等财政刚性支出持续增加，收支矛盾进一

步突出；三是我县仍是“吃饭财政”，70%以上的财政支出依靠

上级转移支付，无更多资金投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去，造成了经

济社会发展资金需求与财政投入不足的矛盾。同时，工作中存在

预算约束不够有力，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待提高等问题。对此，

我们一定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努力把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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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得更好。 

二、2019 年预算草案情况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编制好 2019 年预算，对于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9 年县级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认真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市委七届九次全会和县委十二届六

次全会部署，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做好“三保两降一支”（保工资、保

运转、保民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加快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推进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管

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长目标为 10%,税收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65%以上。这一增幅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

和减税降费因素，是积极稳妥的。支出方面，重点做好保工资、

保运转、保民生，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2019 年收支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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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依法理财、积极稳妥、有保有压、突出重点、公开透明、

注重绩效的原则，2019 年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 

（1）代编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3070 万元，增长 10%（税收

收入 47709 万元，较上年实际完成增长 12%；非税收入 25361 万

元，较上年实际完成增长 7%），加上上级补助、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 166903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计为 239973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7253 万元，加上上

解上级支出 752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200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总计 239973 万元。 

（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收入安排：2019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28085万元，

其中： 

县级收入 53430 万元，较上年实际完成增长 11%。（税收收

入 28227 万元，增长 15%；非税收入 25203 万元，增长 7%）； 

上级补助收入 115261 万元。（返还性收入 4440 万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收入 10451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311 万元）； 

调入资金 45417 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06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83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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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收入 2040 万元。 

支出安排：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为 228085 万

元，其中：县级支出 202546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200 万元，补

助下级支出 12819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520 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安排支出 202546 万元。其中：人员

和办公经费等基本支出 116027 万元，占 57%；专项支出 86519

万元，占 43%。重点支出安排情况如下： 

教育支出 67649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366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249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9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13147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2915 万元。 

农林水支出 19556 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2377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9749 万元。 

预备费 2007 万元，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安排。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1）代编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2019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7727 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专项债券收入等 17773 万元，收入总计 115500 万元；全

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7500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专项债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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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上解支出等 48000 万元，安排支出总计 115500 万元。 

（2）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97727 万元，加上上级提前下

达 273 万元，转贷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17500 万元，减上解支

出 4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540 万元、调出资金 45417 万元、补

助下级支出 8894 万元，可供安排支出 58606 万元。按照“以收

定支、专款专用、集中财力、确保重点”的原则，全部安排支出。 

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3609 万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 3748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3310 万元，预计结余 10299 万元。具

体项目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38354 万元，支出

32441 万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5255 万元，支出 10869 万元。 

以上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详见《南乐县 2019 年县级财政预算

草案说明》。 

为切实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今年省财政厅首次提前

下达我县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7500 万元，并要求编入预算。其中：

棚改专项债券 14500 万元，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3000 万元。 

（二）2019 年财政重点工作 

2019 年，财政部门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稳增

长促转型、强征管促增收、惠民生促和谐、抓改革促绩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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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助推我县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1.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围绕打好“四张牌”，综合采用奖补、

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撬动社会资本资金，推动生物基产业、食品加工业和装备制造业

三大产业提质升级；积极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财税政

策，营造民营企业发展良好环境；强化国有资产管理，妥善处置

“僵尸企业”；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完善融资担保体系，设

立小微企业过桥资金和金融风险担保金，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 

2.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稳妥有序防范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风险。用足用好专项债券政策，做好项目储备，加快资金拨付，

充分发挥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处置

隐性债务存量，如期完成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年度目标，切实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全力支持精准脱贫。将脱贫攻

坚投入作为优先保障领域，全县安排扶贫资金 7000 万元，力争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2.8 亿元，加大对深度贫困村的支持力度，加

强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提高扶贫项目资金效益，促进我县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足额安排小额扶贫信贷保费补贴和风险补偿金，促

进金融扶贫政策落地。积极筹措资金，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统筹

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等资金，支持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化提速、

环境治理提效“三大行动”，加强大气、水和土壤治理，坚决打

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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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用活用好

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移支付，加快城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围绕棚户区改造，推进旧城片区综合提升；大力推广运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积极发挥 PPP 对补短板、稳投资及

化解政府存量债务的独特作用，力促一批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

成、早运营、早见效 

4.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立健

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惠农

富农政策；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入开展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田园综合体试

点，探索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有效途径，促进基层治理完善；落实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推动农业保险提质增效；以畜禽粪污和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等支农重点项目为抓手，

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支持高标准

农田建设，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统筹安排水利改革发展资金，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和

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四水同治”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完善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强水资源保护和

利用；抓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施，支持做

好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农村改厕等农村环境整治重点工作，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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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障改善民生，推动发展成果普惠。认真做好民生实事

资金保障工作，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筹措学前教育奖补资金，支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落

实教育扶贫政策，加大对困难学生资助力度；支持义务教育阶段

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近入学；支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继续推进产

教融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用好就业专项资金，支持农民工、

退役士兵、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提高城乡低保补助、城

乡居民最低基础养老金、优扶对象生活补助、0-6 岁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补助、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等标准，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安排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经济补偿金、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

金，切实保障和维护军人及家庭权益；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补助、计生特别扶助等标

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整合设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加快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6.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树立政府带

头过紧日子思想，贯彻勤俭节约原则，严格控制机关运行经费和

“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一般性支出按照不低于 5%的幅度

压减，节约的资金用于保障基本民生，支持扶贫、农业、教育、

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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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政协的监督指导下，砥砺奋进，

攻坚克难，确保完成 2019 年财政各项目标任务，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推动南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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