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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丘县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9年1月18日在内丘县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内丘县财政局局长   王云杰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9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一、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

持下，全县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全县财政收支运行平稳，较好地完成了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

议确定的预期目标任务。

——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情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58329万元（含东庞矿下划收入），占预算的118.1%，比上年

增长（以下简称增长）28.8%，其中：税收收入42510万元，占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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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119.6%，增长43.6%；非税收入15819万元，占预算

的114.1%，增长0.8%（按可比口径下降4.1%）。支出完成178776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7.6%（含上年结转、使用新增一般债券和

上级下达转移支付等），增长15%。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

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和调入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等139153万元，收入总计197482万元。全县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18237万元，支出总计197013万

元。收支相抵，结转469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

成41362万元，占预算的104.4%，增长49.4%。支出完成42306万

元，占调整预算的89.8%（含上年结转、使用新增专项债券和上

级下达转移支付等），增长62.7%。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补助、上年结转和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等40817万元，收入总计82179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等33298万元，支出总计75604万元。收支相抵，结

转6575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完成情况。2018年，我县不涉及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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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情况。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

成58956万元（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调整预算的103.5%，增

长15.2%。支出完成518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2.6%，增

长29.9%。社保基金年末新增结余7860万元。

——政府债务情况。2018年，省政府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

为13938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6627万元，专项债务限

额72754万元。截止2018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116722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57923万元，专项债务58799万元，债务余额均在

债务限额之内。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各项结算数据尚未完全确定，上述

收支执行数均根据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初步汇总而成，具体情况要

待省财政实际结算数据确定后，再就2018年收支变化情况，向县

人大常委会作决算报告。

在2018年预算执行过程中，按照县第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有

关决议和审查意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着力支持打好“三

大攻坚战”，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较好地服务了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一）培财源促增收，收入“量质齐升”。一是大力培植财

源。继续安排产业发展扶持引导资金，加大对现代装备制造、精

细化工、新型建材、智能家居、农副产品深加工、生物制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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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等产业项目扶持力度，精准支持重点企业、财源企业发

展，帮扶困难企业转型升级。创新招商引资机制，以税收贡献大

小为依据，确定不同的土地、政策、资金等优惠条件，真正把高

附加值、高税收的项目引进来。二是创新征管举措。进一步完善

“1+N”收入征管模式，依托“金税三期”和综合治税平台，全

面摸排税源信息，加强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税收比对分析和跟踪

监测，推进重点项目税收征管。开展发票摇奖活动，广泛挖掘潜

在税源，堵塞税收漏洞。三是改善收入质量。严格落实减免费政

策，规范完善非税收入征管，全县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下降至27.1%，同比降低7.5个百分点。四是全力向上争

资。积极研判宏观政策支持重点和方向，强化考核，激先敦后，

全年累计争取上级各类补助资金93725万元（一般转移支付5697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36750万元）,同比增长6%；到位新增债券资

金28000万元（一般债券15000万元、专项债券13000万元），同

比增长101.4%。

（二）抓节支强保障，支出“精准有力”。坚持保基本、兜

底线，全力支持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实施，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8776万元，同比增长15%，

首次突破17亿元大关。其中用于教育、农林水、社保、医疗卫

生、节能环保、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达到134355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2%。一是加快教育事业均衡发展。落实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2987万元，使3.3万名学生享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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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投入资金2040万元实施校舍维修和薄弱学校改造，有

效推进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拨付资金814万元，用于贫

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中职学校助学金和

普通高中助学金等，使1.9万名学生从中受益。二是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全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523万元。稳步提升城乡低

保救助和特困人员救助水平，城镇低保月人均补差水平达到364

元，农村低保实行分类据实补差，月人均补差标准达到195

元、245元和300元三个档次。集中、分散特困人员保障月人均补

助标准分别达到585元和420元。落实社会保障扶贫政策，资助建

档立卡户、特困群众、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计生特殊困难家

庭等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

业帮助脱贫的212个贫困对象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落实就业补

助政策，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落实“三

项融资补贴”和“四项创业奖补”政策。三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1346万元。重点支持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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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各项医改工作。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490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

准增加到55元。支持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新生儿疾

病筛查和妇女“两癌”救助。四是促进文体事业蓬勃发展。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6775万元。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

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推进“五馆一中心”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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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全年农林水支

出35716万元、扶贫支出6054万元；申报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项目2个，争取专项资金200万元；积极落实各项惠农补贴政策，

加大农村公益事业财政“一事一议”补助、农村安全饮水、水库

移民避险解困等投入，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六是加大棚

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投入力度。住房保障支出5964万元，重点支

持廉租房、公租房建设和城市棚户区、农村危房改造。

（三）推改革防风险，财政资金“安全有效”。一是深化预

算管理改革。严格落实《预算法》，全面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

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严格按照经济分类编制，将所有收支纳入部

门预算编制，通过规范收支行为、健全审批流程、明确管理权

责，已初步构建起了完整统一、有机衔接、统筹配置、规范透明

的全口径预算管理新机制。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通过建立信息

公开制度，实现了非涉密信息全公开，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

以及“三公”经费预决算全面公开。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对6个

预算单位的11个专项资金开展复评，涉及资金3082万元；首次对

扶贫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复评项目3个，涉及资金5161万元。二

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放管服改革，基本支

出不再审核到明细。深化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取消到期定

点采购，提高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精简采购审核审批程序，政府

采购效率、规模不断提高，全年完成政府采购20700万元，比预

算金额减少762万元，节约率3.69%。全年累计取消、停征、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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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本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4项，减轻市场主

体、办事群众负担1102万元，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三是规范

财政管理。制定《内丘县县级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推进财

政投资评审，全年评审政府投资项目78个，涉及环保、国土、水

利、交通、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送审金额52814万元，审

减3047万元，审减率5.77%；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制定《内丘县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监管的意见》，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升值。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

津补贴发放，全县“三公”经费同比下降9.2个百分点。四是开

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制定《内丘县人民政府关于推广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建立了PPP项目储备

库，为推进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促成项目成功落地奠定了基础。

目前已成功录入财政部PPP项目管理库1个，正在推进项目3个。

五是严密防范债务风险。2018年，偿还政府性债务25763万元，

其中偿还存量债务10763万元。

各位代表，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财政运

行和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是收入方面。财政收

入增长乏力，传统税源萎缩、新增税源尚未显现，收入增长与实

际税源有差距，财源培植及收入质量改善任重道远。二是支出方

面。支出刚性需求多，收支矛盾非常突出，保工资、保运转、保

基本民生压力较大；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一些资金支出进度

缓慢，财政绩效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改革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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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县政府债务风险可控，但隐性债务还存在较大风险；财政

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提高，预决算公开力度需要进一

步加大，打造“法治财政、阳光财政、绩效财政”还需要久久为

功。这些问题我们一定高度重视，在今后工作中采取有力措施加

以解决。

二、2019年预算安排情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做好全年各项财政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面深入分析全

县财政经济形势，我们既面临严峻挑战，又蕴涵重大机遇。从收

入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和减税降费政策影响，财政增收难度仍然

很大；从支出看，扶贫攻坚、污染防治、乡村振兴和民生政策提

标扩面等财政必保事项明显增多，支出需求大幅增长，收支矛盾

十分尖锐。但更应看到的是，我县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不断积

累，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积极性变化，新

的发展动能正在增强，必将为财政增收奠定一定基础。

（一）2019年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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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市和县委县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打好三大

攻坚战，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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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成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全力支持乡村振兴战

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新时

代经济强县、美丽内丘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基本原则：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根据经济形势和财源

实际，科学预测财政收入，合理确定收入预期。财政支出预算坚

持量入为出、量财办事，兼顾实际需要与财力可能，科学安排各

项支出，确保财政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原则。预算安

排总体遵循“基本支出足额安排，项目支出预算从紧”的原则。

足额安排人员经费，在保障部门正常运转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根

据事业发展重心和轻重缓急，归并零星分散、内容交叉的项目，

压缩非急需、非刚性项目，强化对基本民生支出保障力度。规范

管理，注重绩效原则。严格预算约束，无预算不开支，有预算不

超支。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强

化预算绩效管理，改变“重分配轻管理”工作理念，实现绩效目

标管理和绩效评价全覆盖。加大财政监督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二）2019年全县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全县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71520万元，

比上年实际完成增长22.6%，按可比口径增长7%。其中：税收收

入55702万元，增长10.4%；非税收入15818万元，下降3.6%。按

照现行财政体制，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①上级税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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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6694万元，②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5920万元，③上年结余469

万元，④调入资金3761万元，⑤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924万

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167288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安排146403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20885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167288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2019年县级财政专户收入预计1380万元，主

要是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收入；部门其他来源收入763  

万元，全部为接种疫苗收入，已按综合预算原则，全部编入相关

部门收支预算。此外，拟使用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安排支出35400

万元，用于落实中央和省、市、县重点工作部署，为加快项目实

施，县级已提前做好项目准备，待省下达我县具体债券额度，按

规定向县人大常委会报送预算调整方案。

2．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34357万

元，下降16.9%，主要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035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1465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80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31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232万元。

县级预算收入加上省财政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550万元、上年

结转295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35202万元。

根据收支平衡原则，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33217万

元，加上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1985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总

计352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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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9年，我县不涉及国有资本经营

收支预算安排。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

排59854万元，主要包括：参保人员缴纳的保险费收入32475万

元，中央、省级和县级财政补贴收入20476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转移收入、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6903万元。

按照相关支出标准测算，支出预算安排55380万元，主要包

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7121万元，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出4022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128万元，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59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998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8523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需动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历年结余1824万元，其他基金预计年末

新增结余6298万元。

（三）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

整体来看，今年预算平衡压力和困难远超往年。为更好地保

障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我们认真研究改革要求、支出政策，逐

项梳理存量项目，深入分析增支需求，预算安排重点把握了六个

方面：一是人员支出足额安排，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增人增资、

正常升级、职称挂钩、职级并行等。二是民生支出全力保障，中

央和省市明确要求的民生政策支出全部安排。三是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突出保障脱贫攻坚、结构调整、生态治理、化解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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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事项、重点领域。四是部门事业支出合理安排，事业发展

延续性的必需支出继续安排，同时调减或者取消不太紧迫的、绩

效偏低的项目，腾出资金用于重点项目支出。五是特殊项目分年

度安排，基建、信息化等跨年度项目，根据工程和支付进度，分

年度确定预算资金，纳入中期财政规划。六是积极争取上级支

持，解决部分增支需求。

三、2019年预算执行重点工作

2019年，我们将紧紧围绕上述预算安排，坚持依法聚财，科

学理财，合理用财，确保全年预算目标顺利完成。

（一）突出“质效”培财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用

好用活产业类资金。设立产业发展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基础财

源。突出产业类资金使用绩效，重点支持税收贡献大、成长性

好、社会效益高的企业。二是完善财政激励引导机制。优化营商

环境，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深化“放管服”

改革，创新招商引资财政引导机制，突出税收贡献率，真正把高

附加值、高税收的产业项目引进来。三是落实勤征细管举措。加

强经济运行分析和税源变动监测，完善税收征管机制，创新税收

征管举措，依法依规、有序有力组织税收和非税收入入库。四是

全力争资立项。科学制定争资目标，积极研究政策走向，打造精

品项目；全面落实争资立项激励措施，有效传达压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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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力“精准”强保障，促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一是

突出抓好“三保”。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切实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集中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重

点解决好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二是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继续加大

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力度，建立完善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和分担

机制，落实好财政贴息贴保政策。加强扶贫资金全过程监管，建

立健全财政扶贫资金常态化监管机制，扎实开展好扶贫资金绩效

评价和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整治。三是支持“乡村振兴”战

略。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财政资金更大力度向“三农”倾

斜。以“大整治、大清扫”为抓手，重点支持现代农业、规范农

村建房、农村环境治理、“厕所革命”和“美丽乡村”建设。更

好地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和平台作用。大力改善农村

基础设施条件，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积极扩大农业

保险范围，推广特色农业保险。

（三）瞄准“绩效”推改革，推动管理再上台阶。一是深化

预算管理改革。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严格落实政府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改革，建立健全财政结转资金与预算安排统筹结合的机

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

项目库管理，实行一专项一管理办法，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

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编制和执行，坚持无预算不开支，有预

算不超支。二是深化国库管理改革。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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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国库电子化支付。全面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规范财

政库款和银行账户管理，全面清理、限期收回已经发生的往来财

政借垫款。进一步加大存量资金盘活、清理、整合力度。三是推

进绩效管理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实行

财政资金全程监管、绩效评估和责任追究，逐步将绩效评价覆盖

全县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

（四）守牢“底线”防风险，加快财政经济转型步伐。坚守不

发生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这个底线。严格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完善政府性债务动态监控机制和违法违规融资举债联合防控

机制。进一步清理政府隐性债务，细化偿债计划，落实偿债资

金，管好用好债券资金。深化平台转型，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

题。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做好新时代、新形势下的财政工作任

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监督，虚心听

取县政协意见建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真抓实

干，为谱写新时代内丘发展新篇章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