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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谦县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4月10日在囊谦县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囊谦县财政局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并请政协各位委

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一、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指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主动适应财政工作新常态，加快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盘活存量资金，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各项财政工作取得新

成效，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2019 年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执行情况。2019年，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02万元，为年初目标任务2347万元的132%，比上年增收755万

元，增长32%。其中：税收收入1113万元，为年初目标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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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比上年增收93万元，增长9%；非税收入1989万元，为初目标

任务的为284%，比上年增收662万元，增长49.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2985万元，比上年增加153311万元，

增长90%。其中：一般公共服务24625万元，增长23.8%；公共安全

5575万元，增长28.9%；教育63924万元，增长147.3%；科技文化体

育与传媒7515万元，增长240%；社会保障和就业35296万元，增长

2.4%；卫生健康14956万元，增长61%；节能环保3520万元，城乡社区

38716万元，增长418%；农林水99576万元，增长66.8%； 交通运输

3244万元，增长223.7%；资源勘探信息支出20万元，增长15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54万元，下降46.9%，住房保障支出

16912万元，增长29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869万元，债务

付息支出1109万元，增长56.6%，商业服务支出800万元，其他支

出74万元，部分项目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我县2019年财政支

出实行的是权责发生制，因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幅较大。

全县预算执行结果，总财力为326181万元，较上年增加69498

万元，增长27%。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02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236403万元，上年专项结转84107万元，新发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1217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52万元。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322985万元，上解支出1040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128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917万元，预算周转金-45万元，收支

相抵后，年终结转0万元，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以上各项收支数据待州财政批复决算后，如有变化，届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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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大依法报告相关事项。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755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339万元，

上年结转417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46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291万

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根据2019年实际执行情况，全县无地方政府投资及实现收益的地

方国有企业，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支出。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完成6077万元，其中：当

年收入为2542万元,比上年增加43万元，增长2％；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1998万元，比上年增加50万元，增长2.6％；年终累计结余4080万

元（当年结余544万元）。

5.地方政府性债务及政府债券安排使用情况。

全县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年初余额30967万元，年内新

增300万元，年末余额31267万元。政府债务余额均未超出州财政批

准的债务限额。

6.年内新增财力安排使用情况。

县财政在年度执行中省财政当年下达新增财力4232万元，其中：

增资补助707万元，国库现金利息资金519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3006万元，因增资、考核奖励和民创奖，省上按70%给予补助，地

方需配套30%，加之2019年增资幅度较大，造成工资等支出出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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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故将新增财力全部统筹用于干部职工工资发放及民生的各项配

套支出。

（二）2019年财政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按照县人大预算决议要求，县财政局认真贯彻执行

《预算法》，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全力

保障重点支出，力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主要开展了以下工

作：

1.地方财力规模稳步增长。立足县情实际，突出重点，始终把

做大财力总量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收入征管和质量提升。

坚持依法征管，完善收入监控体系，着力提升财政收入质量，确

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及时足额入库，圆满完成了年初既定的目

标任务。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部门支持。深化县情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会同县相关部门加大向上级财政部门的汇报衔接力度，加强协

调配合，凝聚工作合力，突出工作实效，全年共收到各类上级专项补

助资金166014.2万元，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额度 300万元。落实北

京对口援助资金13717.8万元。有力支持了县委县政府重点支出需求，

缓解了财政保障压力。

2.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在“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

基础上，积极争取中央和省上、州上政策资金支持，保持财政有效

投入，集中财力解决民生问题。全年投入民生领域的资金达到

138875万元，占总支出的76%。一是助力支农发展。全年投入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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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57913万元。全面落实草原生态奖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林

地补偿金等惠农政策，实施农牧业发展、水利发展、天然林保护、

农田建设、“美丽乡村”等项目，促进了农牧区发展、农牧业增效、

农牧民增收。加大对精准脱贫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财政扶贫资金，

全年共投入扶贫资金41663万元，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支持实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全年整

合资金27812.87万元。二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年投入资金63924

万元。落实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及营养改善计划，三江源教育补偿机

制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三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全年投入资金达到

35296万元。落实养老、就业、城乡低保，以及残疾人、高龄老人、

孤儿、退役退职人员等政策，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得到持续

提升；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策，助推退休人员养

老金及时发放。四是支持健康囊谦建设，全年投入资金14956万元。

落实城乡医保、城乡医疗救助、重大公共卫生补助、老年乡村医生

生活补助、老年人健康体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等标准，

支持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改革、包虫病防治、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实施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趋完善。五

是强化财政投入保障体系，三江源生态保护二期、城镇污水垃圾处

理，农牧区环境整治等生态工程，重点支持大气、水、土壤等污染

防治。六是推动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全年投入资金7505万元，

支持乃加玛景区、香达景区等文化旅游提升工程，文化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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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两馆”免费开放、文物保护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支持各类文化体育旅游等活动举办。七是压缩

一般性支出，全力保障重点工作的开展，2019年在县级财力十分有

限和财政缺口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县财政采取一切措施，保障了重

点工作的开展，主要有：投入县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464.1万元，

城镇拆迁费用4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5430.2万元，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州奖励资金2904万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1354.6万元，三

江源教育补偿935.3万元，信息化建设21万元，免费教科书差价42

万元，教师节表彰17.4万元，中考经费32.9万元，维稳经费50万元，

虫草经费50万元，村寺并联治理经费30万元，扫黑除恶专项经费50

万元，村医及村卫生室补助39.2万元，卫生发展专项经费60万元，

老年村医补助14万元，疾病预防控制经费50万元，食品药品监管经

费60万元，养老保险县级配套63.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

级配套323.8万元，公益性岗位县级配套283万元，三支一扶县级配

套29万元，上划机关养老金2545万元，一次性抚恤金496万元，敬

老院管理及伙食补助135.6万元，特困供养人员配套160.7万元，高

龄老人配套458万元，义务植树项目资金180万元，环境整治及监测

经费250万元，三江源日常管护经费1006万元，三江源生态移民燃

料补助464万元，三江源生态移民困难补助2202万元，湿地管护员

补助75.6万元，草原森林防火经费15万元，村干部报酬448.2万元，

村级经费241.5万元，卸任村干部补助40.16万元，牛羊保险缴费

500万元，社区运转经费46.4万元，人头经费1280.8万元，公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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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860万元，车辆经费86万元，接待费40万元，会议费21万元，民

族团结创建经费80万元，污水厂运营费191万元，市政运营经费186

万元，污水处理厂监测费31，慰问金80万元，各类文化节庆经费

144.6万元，看守所经费20万元，交警大队人员工资及服装购置费

85万元，河长制经费40万元，雪灾救灾经费214万元，安全生产经

费45万元，民兵事业费10万元。

3.财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坚持用改革的思路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持续推进各项改革，有效

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深化预算改革。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体系，

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明确部门预算编制主体责任，按照“零基预

算”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预算编报等财政业务管理系统，对预算

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加强预算编审工作，有效提高了编报质量和

效率。二是强化预算执行。严格执行人代会批准的政府预算，硬化

预算约束，落实各部门预算执行的主体责任，严格控制预算追加调

整，加快专项资金、民生资金拨付进度。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加强

事前评定和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强化政府采购执行，规范资金支

付、强化合同管理，规范采购行为。三是推进预算绩效。进一步健

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部

门绩效理念，绩效管理工作步入常态化，开展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

评、部门重点支出绩效评价为重点的考评工作，倒逼部门增强自我

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起了全过程绩效管理新机制。四是

实施集中支付改革。 健全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强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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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19年全面实现了国库集中业务的开展，使财

政资金管理更加透明、有效。五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制定囊谦县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规范举借行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将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及

时向人大报告，接受监督。六是加大预算信息公开力度，注重制度

建设和抓落实并举，制定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模板，定期开展抽查，

全县所有政府和部门预决算报告及相关报表都进行公开，并附有

解释说明。七是积极有效实施财政监督。县财政进一步加强会计继

续教育培训，切实提高了单位会计财务水平，认真组织开展会计监

督、预决算公开等检查及“小金库”专项治理，坚持依法依规定性处

理，切实维护了财经纪律，保障了资金安全。

以上工作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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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各部门齐心协

力、共同奋斗的结果。与此同时，我县财政工作和预算执行中还存

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受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

全县总财力增长趋缓，制约了财政支出规模的稳定增长，各部门运转、

各项民生配套、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增长过快，加之退休人员逐

年增加，养老金发放标准逐年提高，财政保障范围越来越大，财政可

持续受到影响；同时支出管理还需加强，预算执行进度较慢，资金使

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

加以解决。

二、2020 年全县财政预算草案

2020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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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县委的决策部署，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 “五四战略”“一优两高”战略作为制

定财政政策、安排预算资金的重要依据，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

大力减税降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从严

控制一般性支出，优先保基本、保重点、补短板；持续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坚决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依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预期，2020年全县财政

预算草案，具体编制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公共财政预算草案。收入建议安排：2020年初总财力建议

安排113192万元，比上年减少38249万元，下降25%，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专项资金的结转数比去年减少。（剔除省财政提前下达专项

36289万元，剔除上解省级税收和县级上解州级收入部分982万元，

全县当年实际自有财力为75921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安排2347万元，上解省级税收732万元，上解州级收入250万

元，上级补助收入72302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72万元，省

财政提前预告专项36289万元。

支出建议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113192万元，比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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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49万元，下降25%。具体安排为：一般公共服务13544万元，下降

19.9%；公共安全4925万元，增长10.9%；教育19732万元，下降16.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724万元，下降81%；社会保障和就业15473万元，

下降21%；卫生健康7595万元，增长2.4%；节能环保1973万元，增长

14%；城乡社区3022万元，下降12.4%；农林水32696万元，增长0.5%；

交通运输939万元，下降60%；住房保障8248万元，下降70%；自然资源

气象等44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90万元，预备费1200万

元，债务付息支出1500万元，其他支出982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0年我县未安排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建议安排3030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建议安排 2442万元。（人社部门提

供的数据）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0年我县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项预算安排在预算执行中，如出现收支

预算变动等情况，我们将及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三、切实做好 2020 年财政工作

1.狠抓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保障能力。要加强和税务部门

的沟通联系，依法治税，特别是要加强基建项目的征管，努力实现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进度目标；充分挖掘增收潜力，强化零散税源管

理，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抓准中央和省上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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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政策机遇，进一步动员各有关部门强化组织协调，主动适应专

项竞争性分配新机制，力争新的一年在政策支持、项目争取和资金

投入上实现更大突破。

按照确定的支出进度任务，持之以恒抓好支出目标任务的落实

工作，充分考虑影响收入完成的季节性、一次性等不稳定因素以及

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安排好资金，做到收支两不误。一

方面对地方财政年初预算安排的资金，尤其是民生领域的资金，要

及早安排、及时拨付，及时形成有效支出；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严格落实存量资金收回相关制度，加大对项目资

金、重点科目资金、部门资金的统筹使用力度，建立健全财政存量

资金与预算安排相衔接，促进“沉睡资金”尽快落实到项目并发挥

效益。

2.优化支出结构，着力突出保基本促重点。一是优先保障“三

保”支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三保”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严

守“基本中的基本、底线中的底线”。切实落实好兜底责任，督促

各预算编制严格落实“三保”需求。二是着力促进民生改善。按照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合理把握民生政策调标幅度，增强财政可持续

性。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支持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

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聚焦民生短板，大力支持教育、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支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认真做好2020年民生实事工程。

三是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落实县委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工作部署，发

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的投入

保障机制，深入推进涉农资金实质性整合，全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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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健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切实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创

新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等方式，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推动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四是全力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继续实施草原、

森林、湿地、耕地、荒漠、水源地等重大生态工程，加快推进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投入，切实改善人居生活环

境。

3.深化财税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是加快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保持现有财力格局和规模总体稳定的基础

上，推进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工作。完善资金分配办法，健全控制和约束机制。二是及时跟进落

实税制改革任务。根据国家统一安排部署，落实好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

配合国家推进深化资源税、增值税改革，做好地方税政工作，健全地

方税体系。三是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要求，提高支出预算和政策透明度。深化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完善项

目库管理制度，提高入库项目质量。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控

制政府部门支出水平。四是构建全方位管理格局。深化部门预算管理

综合绩效考评改革，加强政府预算、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政

策和项目绩效管理，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果，建立动

态评价调整机制，推动提高政策和项目实施效果。五是加大信息公开力

度。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不断拓展预决算公开的内容

和范围，完善公开的方式方法，加强预决算公开情况检查，全面提升

信息公开质量， 推动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

4.加强债务管理，坚决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严格执行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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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把握好防风险和促发展间的关系，健全政

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研究开展政府债务管理绩效评价，坚决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切实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存量，做好政府债务

信息公开工作，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的查处问责力度，从

严整治举债乱象， 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5.加强监督，有效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坚持不懈加强财政法治

建设，加大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切实增强财政干部的法治观念

和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理财的能力和水平。严格执行新《预算

法》，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高度重视审计、监察和社会监督，

积极主动整改存在问题。推进财政信息公开，扩大公开范围，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树立财政大监督理念，建立事前防范、事中控制、

事后监督和纠正，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

制。

各位代表，2020年全县财政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我

们将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按照中央和省州县委部署要求，主动

服务大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为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更加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的新囊谦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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