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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乐县 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 7月 28日在南乐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南乐县财政局局长 师啸宇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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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任务，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

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财政资金管理，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化解财政风险，较好完成了县十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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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一）2019 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全县收支情况。汇总的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年初预算为 73070 万元，实际完成 73845 万元，为预算

的 101.1%，较上年增长 11.3%。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

预算为 227253 万元，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

转贷、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341057

万元，实际完成 34050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较上年

增长 10.2%。

（2）县本级收支情况。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2019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53430 万元，实

际完成 54602 万元，为预算的 102.2%，较上年增长 13.7%。

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

预算为 202546 万元，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券

转贷、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315468

万元，实际完成 31491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较上年

增长 10.2%。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县收支情况。2019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年初预算为 97727 万元，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

收入预算调整为 68233 万元，实际完成 68613 万元，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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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100.6%，较上年下降 29.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

初预算为 67500 万元，执行中因新增上级补助、地方政府债

券转贷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134600 万元，实际完成 13460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较上年下降 2.2%。

（2）县本级收支情况。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2019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97727 万元，

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收入预算调整为 68233 万

元，实际完成 6861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6%，较上年下

降 29.8%。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2019 年县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58606 万元，执行中因新增上级

补助、地方政府债券转贷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126110 万元，

实际完成 12611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较上年增长

1.3%。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县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2019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年初预算为 53610 万元，实际完成 54973 万元，为预

算的 102.5%。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年初预算为 43310万元，

实际完成 46799 万元，为预算的 108%。

当年结余 817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52965 万元。

（二）2019 年政府债务情况

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县 2019 年政府债务限额 284112 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96068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8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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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截至 2019 年底，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255519 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70015 万元，专项债务 185504 万元。政府债务

余额控制在限额范围之内。

2019 年，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14057 万元（还本 7740 万

元，付息 6317 万元）。

上述数据为快报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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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县人大决议和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1.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

度和有效性，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县经济社

会健康平稳运行。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减税降

费政策，通过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收费项目列清单、开展专

项检查等措施，推动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实质性降低

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费率等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地

实施。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共计 3955 万元，其中：税收和非税

减免 3148 万元，社保费减免 807 万元，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深入研究政策，积极沟通对接，最

大限度争取上级政策、资金等倾斜支持。全年争取上级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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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 240000 万元，增长 50%，有效缓解政府压力。用

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政策，全年争取债券资金 91886 万元，

其中：新增债券资金 86700 万元，再融资债券资金 5186 万元，

在稳投资、扩内需、调结构、补短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强

资金统筹安排，建立健全过“紧日子”、厉行节约长效机制，

严控“三公”经费，修订完善差旅费制度，进一步明确各项

经费的支出标准、范围等，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2019 年全县一般性支出压减幅度达到 10%，同时加大资金盘

活整合力度，全年清理盘活存量资金 17445 万元，统筹用于

稳增长和保民生等重点领域投入。

2.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提高政治站位，统筹资金政策，

加强财力保障，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坚强支撑。

大力推进脱贫攻坚。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强化脱贫攻坚投入保障。2019 年全县统筹整合各类涉农

资金 13222万元，其中县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580万元，

较上年增长 2%，通过支持我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改善贫

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以增加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能力建设的

扶贫项目建设为载体，为我县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

振兴提供财力支持。其中，筹措资金 7722 万元，用于支持农

业特色产业发展；筹措资金 3729 万元，用于改善贫困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 1771 万元，用于支持以增加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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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能力建设的技能培训、小额信贷担保金、自主创业

项目支出。用好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强化扶贫资金监管。

严格落实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旬报制度，2019 年全县专项扶

贫资金支出进度达到 98.78%，圆满完成省、市、县目标任务。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贯彻落实加强政

府债务风险防范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分类施策，遏制增量，

化解存量。建立政府债务动态管控机制，逐月开展风险动态

监控。认真落实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实施方案，提前完成年度

化解任务。全县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守住了不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积极支持污染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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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节能环保支出 18192 万元，

增长 54.9%，较好地支持了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工作

有序开展。其中，争取 2019 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

市上级补助资金 6079 万元，县级安排配套资金 5361 万元，

支持“双替代”、地热能清洁供暖和建筑能效提升工作；筹措

城市公交运营补助资金 213 万元，促进绿色出行，支持限行

期间公交车免费乘坐，有效减少城区机动车污染排放。

3.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各类财政资金，贯彻“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总要求，支持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

力和竞争力。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向上争取、落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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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配套、完善财政奖补办法等措施，支持企业加快升级改造，

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完善落实招商引资奖励政策，扶持

企业发展壮大。筹措资金 4350 万元，增大小微企业信贷风险

补偿金规模，让金融机构积极贷、放心贷，发放贷款 30000

万元，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4.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发展，

对薄弱领域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创新财政

扶持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其中，筹

措资金 10942 万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提升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筹措资金 8697 万元，落实惠农补贴政策，激发

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筹措资金 13872

万元，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筹措资

金 8752 万元，支持农民饮水源置换、涵养水源、改善农民饮

水质量；筹措资金 8209 万元，支持农村改厕和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筹措资金 1379 万元，

支持美丽乡村、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建设和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项目实施。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债券资

金、吸引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等方式，支持完善综合交通体

系、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动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市品质不断提升。规范高效推行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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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截至 2019 年底，全县纳入财政部 PPP 项目库的 5 个

项目，总投资规模 206800 万元，已完成投资 112500 万元，

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筹措资金 11419 万元，支持市政道

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 63306 万元，支持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

5.稳步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

大的情况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持民生投入稳定

增长，全县财政民生支出达到 282414 万元，增长 8.5%，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 86.1%，基本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促进稳定和扩大就业。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政策，扩大享

受政策优惠的企业范围，支持企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筹

措资金 2388 万元，支持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帮扶大学生、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返乡创业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安排财政贴息资金 1154 万元，引导金融机构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18341 万元，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县教育支出 66217 万元，支持教

育事业全面发展。其中，筹措资金 1961 万元，支持城乡幼儿

园建设；筹措资金 6430 万元，保障近 8 万名城乡中小学生免

费接受义务教育；筹措资金 1567 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3.42 万人次；筹措资金 1349 万元，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教龄津贴和班主任津贴政策，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

筹措资金 2001 万元，保障 563 名特岗教师工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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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全县卫生健康支出 45488 万元，支

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补助、医疗救助等事业发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

补助标准由 490 元提高到 52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

助标准由 55 元提高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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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资金 299 万元，免费

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筹措资金

172 万元，免费开展农村适龄妇女和城市低保适龄妇女“两

癌”筛查，对贫困妇女免费实施“两癌”救助。全县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459 万元，支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公益性文化体育设施免费开放，

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全县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县公共安全支出 14231 万元，保

障公共安全等综合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其中，筹措资金 390

万元，支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筹措资金 557 万元，

支持公安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 662 万元，支持法院

审判庭建设；筹措资金 800 万元，支持提升公安系统监控设

备保障水平，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建设。

6.加强财政管理监督。深入贯彻执行预算法，切实提高

依法理财水平。严格落实预决算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预决

算公开内容范围和方式方法，除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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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全部向社会公开部门预决算和“三公”

经费预决算，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开展扶贫、生态环保

等重点领域专项督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问题，促进财政

资金规范使用。实施非税收费清单制度，确保清单以外无收

费。加强政府采购监管，采购项目 81 个，采购金额 3705 万

元，节约资金 201 万元，节约率 5.1%。做好财政投资评审工

作，送审项目 356 个，审定金额 145000 万元，审减资金 17200

万元，审减率 10.6%。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县委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县人大、县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也是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

财政增收难度加大，财政刚性支出增长较快，预算“紧平衡”

成为新常态；财源基础不够牢固，保障能力不强；重投入轻

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政府债务偏高，

潜在风险防控任务较重。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进一步强

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情况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编制好 2020 年预算，提高政府财力保障水平，集中财力办大

事，对于保持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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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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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省“两会”部署，深入落实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坚决打赢三大

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

实施“四大战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稳定，扎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大力提质增效，更

加注重结构调整，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认真贯彻“以收定

支”原则，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切实做到有保有压；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防范化解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现代

财政制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财力保障。

2020 年全县财政收入既有增长点，也面临较大减收压

力。财政收入方面，不利因素主要是：我县正处于转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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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三期”叠加

影响持续深化，特别是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

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加

显现，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增多，预计 2020 年我县财政增收压

力依然较大，政策性支出、刚性支出也会持续增加；有利因

素主要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态势不断巩固和扩展，我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重点工业项目

即将建成投产，我县投资需求还有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

策更加积极有为。财政支出方面，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调资、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

护、隐性债务化解以及老旧小区改造、教育社保医疗等基本

民生政策提标等硬性增支政策较多，同时继续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支矛盾将更为突出，

综合判断，2020 年预算收支安排依然是“紧平衡”。

（一）2020 年主要支出政策

紧紧围绕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和各项重点任务，

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大力提质增效，统筹发挥各项财

政政策作用，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1.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积极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采取财政预算安排、调整

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等多种方式，统筹财力做好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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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资金保障；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加强疫情防控

资金统筹调度，简化拨付流程，严格专款专用，确保拨付迅

速及时、使用高效安全；实行疫情防控物资采购便利化政策，

畅通政府采购“绿色通道”，进一步提高采购效率；全面落实

患者救治政策保障机制和医护防疫人员关爱保障机制。认真

贯彻落实《濮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二十条政策措施》，全力支持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提振发展信心。

2.持续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对照完成相关定性定量指标，

针对突出问题持续发力。

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坚持“四个不摘”原则，继

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支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支持贫困地区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加大产业扶贫投入力

度，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增收致富。加强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政策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继续推进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发挥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作用，强化扶贫资金绩

效管理，提高项目实施成效。

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统筹整合资金，重点支持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双替

代”等工作。继续落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水环境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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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支持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构筑绿色生态屏障。支持推

行绿色生产和消费，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巩固环境治理成效。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金融风险。健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常

态化监测机制，统一口径、统一监管，实现对所有隐性债务

全覆盖。完善制度建设，堵塞监管漏洞，及时发现和处置潜

在风险。健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按照债务偿

还计划及时偿还债务本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

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谁举债、谁负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债务人、债权人依法分担风险。

3.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好财税政策调控优势，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

结构优化和新动能成长。发挥财政资金导向、撬动作用，综

合采用贴息、奖补等政策手段，支持新优势产业发展。落实

好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扶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加

大国企改革支持力度。

4.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健全完善财政鼓励支持研究创新

的体制机制，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整合产业类、科

技类、人才类专项资金，支持招才引智。鼓励高校毕业生回

乡就业创业。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奖补支持，大力培育壮大

科技型企业。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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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集中资源，强化保障，推动“三农”

工作迈上新台阶。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支持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促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

升；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提升农业保障能力；支持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构建多元投入机制，

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落实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

补政策，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美丽

乡村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支持电商进农村工作，加快农村

物流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激发农业农村发展

内生动力；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奖补机制，支持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

6.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完善城市功能，增强产业

支撑，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发挥聚集带动作用；

支持“四水同治”，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支持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推进城镇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

载能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落实产业集聚区奖励政策，支

持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新优势。

7.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挥政府作用保基本，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围绕

民生大事急事难事，精准发力、补上短板，做好关键时点困

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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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继续支持

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开展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

就业创业。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低保补

助标准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支持做好退役军人优抚工

作，切实保障和维护军人及家庭权益。

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支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

快推进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落实提高中小学教师

待遇政策，支持普通高中改造；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支持健

全学生资助制度；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支持高水平职业

学校和专业建设。

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保

障。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支持开展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支持医供体建设，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支持全民健身活动，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

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促进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统筹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

支持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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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顺序，合理安排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切实兜住“三

保”底线。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确保

财政可持续。

（二）2020 年收支预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代编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情况。2020 年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8005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地方政府性一

般债务转贷收入、调入资金等 255061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总计 335111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5161 万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一般债务还本支出等 19950 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35111 万元。

（2）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收入安排。2020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21695

万元，其中：县级收入 5908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97100

万元（返还性收入 466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77328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5112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7554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555 万元，地方政府性一般债务转贷收

入 13400 万元，调入资金 4359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416 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具体安排情况是：税收收入

31997 万元，增长 11%；非税收入 27083 万元，增长 6%。

支出安排。2020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2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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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县级支出 290958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10787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0442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9508

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安排支出 290958 万元。其中：人

员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119618 万元，占 41%；项目支出

171340 万元，占 59%。主要安排情况是：

教育支出 73624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2079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000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43771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7963 万元；

农林水支出 42071 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2397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8288 万元；

预备费 378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代编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2020 年全县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153228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专项债务

转贷收入等 19964 万元，收入总计 173192 万元；全县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103358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等 69834 万元，支出总计 173192 万元。

（2）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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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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73192 万元，其中：县级收入 15322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64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8300 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总计 173192 万元，其中：县级支出 103358 万元，

补助下级支出 13340 万元，调出资金 43590 万元，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12904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按照上级安排，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只编制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基金。

2020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5446 万元，其

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3993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1077 万元，

转移收入、利息收入等 376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10787 万元，其中：基础养老支出 10415 万元，个人

账户养老金支出 368 万元，其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 万元。

当年结余 465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36978 万元。

以上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详见《南乐县 2020 年县级财政预

算草案说明》。

（三）2020 年省级代发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情况

元至六月份，省级代发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共计

227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4400 万元，专项债券 18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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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照上级批准的项目及相关规定，全部安排用于我县公

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并列入年初预算（具体项目详见《南乐

县 2020 年县级财政预算草案说明》表 24、表 31）。

三、改进和加强预算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当前财政收支平衡

压力持续增大、加力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为有效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支持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继续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

官，必须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在结构调整中更加突出政策的

“提质”要求和“增效”导向，发挥好财政资金精准补短板

和民生兜底作用。继续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进一步减

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抓住国家扩大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的政策机遇，积极争取新增政府债券资金。深化涉企

资金基金化改革，规范应用 PPP 模式，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二）坚持“过紧日子”的财政方针。大幅压减非刚性、

非重点项目支出，从严控制新增项目，坚决取消不必要的项

目，原则上不开新的支出口子。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对

结余资金、县级安排超过一年的专项资金、连续两年未使用

完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一律收回统筹使用。通过压减一般性

支出、调整专项资金投向，聚焦聚力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大

政策、重要领域，加大对高质量发展的倾斜力度，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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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先保障“三大攻坚战”

等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的基本民生。

（三）落实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按照“明晰权责、分级

负担，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原则，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

关系，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强化财政保障作用，加快建立权

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县与乡（镇）财政关系。

（四）推进部门预算改革。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积极改革、提高绩效”的原则，改进

预算编制方法，科学合理安排预算。强化预算评审，完善能

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完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加

强基本支出定额定员管理，发挥预算支出标准在预算管理中

的基础支撑作用。加强政府采购管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

作。统筹推进综合预算管理，加大财政拨款与部门自有收入

的统筹力度。

（五）推进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实现预算和绩效管

理一体化，加强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预算审核与事前绩效评

估，将审核与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加强

绩效目标管理，前移绩效关口，推动“钱随事走”，构建“要

钱问绩、花钱问效、用钱有责”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做好

绩效运行监控，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

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反馈制度和

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政策调整挂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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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向与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和部门主要职能相偏离、交叉

重复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项目进行压缩、调

整或取消。

（六）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监督。硬化预算约束，严格

执行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从严控制预算调剂事项，预算执

行中一般不追加预算。按规定及时下达和批复预算，促进财

政资金尽快发挥作用。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制度，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推进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强化会计监督，推动

会计信息质量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双提高。强化对地方政府

债务、落实“三保”支出等情况的监督，推动相关政策落实

到位。加大审计问题整改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配合人

大做好监督工作，发挥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审查作用，着

力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2020 年元至六月份财政收支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全县收支情况。元至六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 43495 万元，同比增长 5.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6916 万元，同比增长 6.1%，税收比重 61.9%；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170642 万元，同比下降 12.5%。其中：

民生支出 15322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89.8%。

2.县本级收支情况。元至六月份，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累计完成 34054 万元，同比增长 9.9%；县本级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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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162596 万元，同比下降 11.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县收支情况。元至六月份，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完成 34679 万元，同比增长 9.9%。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完成 88230 万元，同比下降 16.7%。

2.县本级收支情况。元至六月份，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完成 34679 万元，同比增长 9.9%。县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完成 68124 万元，同比下降 31.2%。

各位代表，2020 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将在县委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指导下，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本次会

议决议，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支持我县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南

乐绚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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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秘书处 2020年 7月 27日印

（共印 7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