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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乐县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19 年 1—8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 告

2019年 9月 26日在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师啸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报告 2018 年全县财政决算（草案）和 2019 年 1—8 月份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2018 年，汇总县乡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合

计 60197 万元，实际完成 66355 万元，为预算的 110.2%，比

上年增加 12512 万元，增长 23.2%。加上上级各项补助收入

22540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4199 万元，上年结余 1061 万

元，调入资金 17583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395 万元，

全年收入总计 328996 万元。

汇总县乡人大批准的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合计

250414 万元，预算执行中，加上新增上级补助、动用上年结

余结转、地方政府债券安排等，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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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311068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 309028 万

元，为调整预算的 99.3%，增长 13.4%。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789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288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6745 万元，全年支出总计 326956 万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2040 万元，年终无净结余。

（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算 42433 万元，实际完成 48039 万元，为预算的 113.2%，

增长 26.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各项补助收入

22540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4199 万元，上年结余 1061 万

元，调入资金 17583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167 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 8139 万元，县本级收入总计 3185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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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47 万元，预算执行中，加上新增上级补助、动

用上年结余结转、地方政府债券安排等，调整后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287868 万元。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

际完成 28582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3%，增长 14.2%。加

上补助下级支出 1343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895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3288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106 万元，县

本级支出总计 316551 万元。

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2040 万元，年终无净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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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2018 年，我县共收到上级补助收入 225403 万元，其中

返还性收入 466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5591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75152 万元。县级对乡镇补助支出 13434

万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1195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2239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汇总县乡人大批准的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安排

100195 万元，实际完成 97727 万元，为预算的 97.5%，较上

年增长 61.9%。

汇总县乡人大批准的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预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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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完成 13763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较上年增长 43.4%。

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年

初预算安排 100195 万元，实际完成 97727 万元，为预算的

97.5%，较上年增长 61.9%。

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县本级政府性支出预算为

56460 万元，加上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支

出预算调整为 124470 万元，实际支出完成 124470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100%，较上年增长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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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

2018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8964 万元，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51762 万元，当年结余-2798 万元，滚存结余 44791

万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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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8 年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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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坚持底线思维，聚焦中心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坚决支

持打好三大攻坚战。筹措安排各类扶贫资金 15504 万元，确

保农业产业、金融贷款、电商和农业保险等各项产业扶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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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地实施和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全县扶贫项目资

金支出进度达 96.2%，均超额完成省定 92%的考核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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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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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债务风险防

控化解计划，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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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规范举债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积极

作用。

（二）支持城乡协调发展

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积极支持城乡建设发展。有效

运用 PPP 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支持道路交通、市

政设施等重点项目加快实施。全县南水北调集中供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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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元

投入机制，全县筹措资金 52851 万元，支持巩固提升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美丽乡村，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等，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支持民生持续改善

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协调，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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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全县民生支出 268545 万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 86.9%，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保障。全县 7

万余名城乡中小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44964 人次，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0 所，改扩建

幼儿园 1 所。认真落实民生提标政策，企业退休人员、机关

事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水平分别提高 126 元、129 元，

60 岁以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 18 元，城市

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均提高 12 元，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人均补助标准由 450元提高到 490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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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方筹措资金 48198 万元，支持城中村、棚户区等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

（四）深化财税改革

强化目标和问题导向，实化细化工作举措，持续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落实征管责任，推进涉税信息共享，竭力挖潜

增收，带动税收增收 6580 万元。加强财政资金统筹整合，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 6429 万元。促进政府采购监管透明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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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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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还存在

一些困难和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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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三、1-8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近期工作重点

（一）1-8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减税降费政策加力

等诸多增收困难因素，全县财税部门深入推进综合治税，强

化收入征管，加快支出进度，全县预算执行平稳运行。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8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106 万元，为

预算的 67%，增长 8%；税收收入完成 29756 万元，为预算

的 62%，增长 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5876 万元，为

预算的 73%，增长 27%。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6752 万元，为预算的



— 8 —

69%，增长 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13026 万元，为预

算的 75%，增长 27%。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8 月份，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5065 万元，

为预算的 36%，下降 3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10206

万元，为预算的 83%，增长 99%。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5065 万元，为预算的

36%，下降 3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02574 万元，为

预算的 83%，增长 122%。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7816万元，为预算的 71%，同比增

长 36%。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1535 万元，为预算的 73%，

同比增长 9%。

4、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的我县 2019 年政府债务限

额 284112 万元。今年以来，我县共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86700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670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80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8 月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256295

万元（一般债务余额 70791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85504万元）。

（二）1-8 月向上争取资金情况

2019 年县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通过认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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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级财政有关政策，配合主管部门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

2019 年 1-8 月份，我县共争取上级各类财政资金 207409 万

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 80000 万元，一般债券资金 6700

万元，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项目资金 4741 万元，革命老区项

目资金 1120 万元等，有力地支持了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

（三）近期重点工作

当前，经济环境仍存在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加之大

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都将制约后期财政收入的

持续稳定增长，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任务不断加重，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部门将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继续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断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统筹支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不折不扣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政策要求，切

实服务好各类企业主体，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处理好减税降费与严格依法征缴、稳定收入增长、保障刚性

支出的关系，继续加大综合治税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减少收

入缺口。

2．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和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政策举措，提升财政服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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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聚焦于科技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

换和加强薄弱环节上，积极筹措资金支持企业科研投入奖励

和创新型企业建设，加力助推高质量发展。对涉企专项资金

进行整合，引导企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加大对优势产业

链和创新创业投入。继续发挥好涉企专项资金作用，缓解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筹措资金，扩大支持企业类专

项资金规模。

3．严格预算执行管理。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规范管理程序，严控预

算追加事项，坚决禁止违反预算规定乱开口子。强化财政可

承受能力评估，凡是不具备实施条件、超出财力可能的支出

政策，一律不得实施。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支出

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一般性支出在年初既定压减5%以上

的基础上，要达到10%以上，把节省下的资金用于保障重点

领域支出和民生改善。盘活变现长期低效运转、闲置等政府

存量资产，继续加力清理盘活存量资金。统筹转移支付资金

和自有财力，切实保障“三保”支出需求。

4．推进财政管理改革。深入推进预算编制改革，提升

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结合审计查出问题整改，从

体制机制入手规范预算执行，强化预算公开透明和刚性约束。

全面加强绩效管理，完善指标体系，细化操作流程，强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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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5．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

债担保行为，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和PPP项目管理，防止超范

围增加政府举债。研究吃透上级政策，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

努力争取上级债券和政策资金支持。对政府债务实行全方位

常态化监控，统一口径、统一监管，按照“坚定、可控、有序、

适度”的原则稳妥处理政府债务风险。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做好财政改革和发展各

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

下，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确保完成 2019 年财政改革发展各

项目标任务，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推动南乐新一轮赶超发

展提供财力支撑，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