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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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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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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上解收入 8331 万元；调入资金 45417 万元；上年

结转结余 204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06 万元。 

一、县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2019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430 万元，增长 11.2%，其中：

税收收入 28227 万元，增长 15.4%；非税收入 25203 万元，增长

6.9%。主要项目情况是：  

●税收收入分项：增值税 5898 万元，企业所得税 2404 万元，

个人所得税 434 万元，资源税 53 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1012 万

元，房产税 690 万元，印花税 220 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1400

万元，土地增值税 3889 万元，耕地占用税 7424 万元，契税 4787

万元，环境保护税 16 万元。 

●非税收入分项：专项收入 7782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入 6570 万元，罚没收入 485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300 万

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757 万元，捐赠收入 26 万

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510 万元，其他收入 4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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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2019 年上级共计补助我县 115261 万元，具体项目情况是： 

1. 返还性收入 4440 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 1251 万

元，消费税税收返还 2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240 万元，成品油

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997 万元，增值税收入划分税收返还 1913 万

元，其他返还 37 万元。 

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4510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 68460 万元，结算补助 2225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补助 220 万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 1003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转移支付 3188 万元，产粮（油）大县转移支付 2156 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 11868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920 万元，贫困地

区转移支付 584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451 万

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7880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4514 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1 万元。 

3.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311 万元。主要包括：教育转移支付

111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8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

支付 2288 万元，农林水转移支付 2831 万元。 

三、乡（镇）上解收入情况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乡（镇）财政应上解县级财政的收入为 8331

万元（主要是通过县财政上解市级 7520 万元）。主要项目是： 

按 2019 年预计乡（镇）税收收入和现行体制确定的有关税

收增量上解比例计算，其中：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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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收入、社会抚养费的增量分成比例为 20%，企业所得税增量

分成比例为 15%，资源税增量分成比例为 30%。 

四、其他收入情况 

调入资金 45417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06 万元，

上年结转结余 20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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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28085 万元，其中：县

级支出 202546 万元；补助乡（镇）支出 12819 万元（返还性支

出 1195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162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52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5200 万元）。 

一、县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546 万元，其中人员和公

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116027 万元，占 57%；专项支出 86519 万元，

占 43%。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673 万元，教育支出 67649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366 万元，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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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

支出 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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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补助乡（镇）支出项目情况 

补助乡（镇）支出 12819 万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1195 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1624 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税收返还 1195 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 5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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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税收返还 2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132 万元，增值税收入

划分税收返还 508 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1624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 5076 万元，结算补助 148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6400 万元。 

三、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 7520 万元。主要是：按 2019 年预计税收收入

和现行体制确定的有关税收增量上解比例计算，其中，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罚没收入、社会抚养费的增量分成比

例为 20%，企业所得税增量分成比例为 15%，资源税增量分成比

例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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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情况的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按照“以收定支、集中财力、确保重点”的

原则编制，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2019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总计 115500 万元，其中：当年收入 97727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273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7500 万元。 

一、县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主要收入项目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3446 万

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866 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 273 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

金 4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169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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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19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115500 万元，其中：

县级支出 58606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8894 万元，调出资金 4541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54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3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

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3439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及对

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8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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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和安排情况 

2019 年县级预算草案中，纳入年初预算的上级转移支付补

助金额为 115261 万元，主要为我县收到的上级转移支付提前下

达数。 

按照预算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将上级政府

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本级预算。2019 年县级预算草案

中，县对乡（镇）转移支付补助 12819 万元，分乡镇进行了列报。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执行和安排情况 

2019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中，纳入年初预算的上级

转移支付补助金额为 273 万元。主要包括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基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彩票公益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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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的说明 

 

“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

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

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860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47 万元，下降 5.18%。“三公”经费预

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严

控“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

待费 169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5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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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19 年我县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均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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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情况的说明 

 

一、编制原则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编制的总体

原则是“统筹兼顾、收支平衡”。根据各项社会保险统筹模式特

点，按照 “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编报范围 

2019 年，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 

2019 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 98399 万元，其中财政补贴收

入 37480 万元。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98399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10299 万元，累计结余 550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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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借债务情况的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等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

行限额管理。2018年省政府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197412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89368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08044 万元。

截至 2018 年底，我县债务余额合计 171373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余额 63329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08044 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 

（一）2018 年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 

2018 年我县共计发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67563 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 10911 万元，专项债券 53344 万元，再融资债券 3308

万元。2018 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 6961 万元，具体

情况为：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4909 万元，其中还本 3288 万元，付

息 1621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2052 万元，其中还本 20 万元，

付息 2032 万元。 

（二）2019 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 

2019 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共计 13920 万元，

具体情况为：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7264 万元，其中还本 5200 万元，

付息 2064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6656 万元，其中还本 2540

万元，付息 41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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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县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安排情况的说明 

 

根据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我县 2019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7500 万元，安排情况为： 

南乐县供销社暨印刷厂片区和液压件厂暨海淀鞋厂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 14500 万元； 

2019 年南乐县土地储备项目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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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县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安排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部署，结合

我县实际，2019 年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推

进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完善主管部门与县财政共同参与

的绩效目标确定机制，组织部门开展好绩效自评，加大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项目比重，并实施后续跟踪评价，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

排的重要依据。二是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引入

第三方评价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评价工作。三是强化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强化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安排机制，对绩效评价结果较

好的专项，适当增加规模；对绩效评价结果欠佳的专项，压缩规

模或取消，切实形成“花钱问效、无效问责”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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