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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
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20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3329万元， 分主要

收入项目看：

（1）增值税 1056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 51.7 。

（2）企业所得税1092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 2851 。

（3）个人所得税240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140

（4）资源税 2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 100 。

（5）城建税168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增长 168 。

（6）印花税24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下降 20 。

（7）非税收入 700万元，较 2019 年执行数下降64.8 。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13192 万元，比上

年年初预算下降33 。

具体安排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544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

降 9.7 ；

（2）公共安全支出 4925万元，增长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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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支出 19732万元，增长 8.8 ；

（5）科学技术支出 0万元，增长 2 ；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24万元，增长 11 ；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473万元，增长 2.3 ；

（8）卫生健康支出 7595万元，增长 10.4 ；

（9）节能环保支出 1973 万元，增长 1.9 ；

（10） 城乡社区支出 3022万元，增长 4.5 ；

（11）农林水支出 32696 万元，下降 42.6 ；

（12） 交通运输支出 939万元，增长 9 ；

（13） 资源勘探信息支出等 0万元，下降 85.2 ；

（1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万元，增长 66.7 ；

（15）金融万元 0万元，下降 73.6 ；

（1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49 万元，增长 10.1 ；

（17） 住房保障支出 8248万元，增长 14 ；

（18）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万元，增长 0.6 ；

（1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90万元，增长 36.1 ；

（20） 预备费 1200万元，与上年持平；

（21） 其他支出982万元，增长 38 ；

（22） 债务付息支出 1500万元，增长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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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2020 年囊谦县政府性基金当年完收入安排 0万元，

较上年下降0 。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2020 年囊谦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0万元，较上年

下降 0 。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0 年我县没有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说明

2020 年，我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预算3030万元，较

上年预算执行数减少 488万元，下降19 ；基金支出预

算2442万元，较上年减少 444 万元，下降 22 。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1994 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引入了税收返还制度。

现行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

品油价格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其性质是维护既得利益，

是旧体制的延续，不具有均等化功能。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一种财力性补助，为均衡地区间的基

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资金，这类转移支

付仅有十多项，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

支付、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以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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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

就业、卫生健康、节能环保、农林水、交通运输、住房保障、 资

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规

模最大，是有效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一

项重要财政制度。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按照相关标准和计算方

法，采取因素法编制。

专项转移支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设立，用于办

理特定事项的转移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按照集中资金、突出

重点、专款专用的要求，重点用于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

媒、农林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运输、

节能环保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根据项目对应的具体管

理办法，采取项目法或者因素法编制。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19 年，县财政局聚焦顶层制度构建，报请县委、县政

府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围绕“全面”和

“绩效”两个关键点，对我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出部

署。聚焦重点工作任务，及时制定印发《囊谦县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细化政策要求、工作任务和 时间节点。

进一步完善目标 管理、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流

程。

一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目标管理范围持续扩大，

绩效目标质量稳步提升，对所有预算部门开展 2020 年绩效

目标“一对一”审核，全面覆盖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专项资金



5

绩效目标和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有效提升绩效目标编报质量。

二是规范开展绩效监控。在 2018 年试点开展绩效运行

重点监控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财政重点监控范围，在上半年

和三季度两个时间节点，对 93 家部门的预算执行进度和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跟踪监控，监控完成后，对监控中发现

的问题予以通报，及时纠正偏差。

三是全面开展绩效评价。一方面推进绩效自评，组织 15

家部门对 21 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自评；组织所有县

一级预算部门开展绩效自评，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实

现全覆盖。

四是推进绩效结果应用。反馈整改落实机制不断健全，

及时将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反馈被评价单位，限期整改，促其

改进管理；对整改问题跟踪监督，对落实情况“回头看”，

确保结果应用。针对评价项目，建立分类通报制度，提高管理

实效。将综合考评结果与转移支付分配、预算安排相结合， 提升

评价结果运用水平。

2020 年，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绩效管理组织保障。按照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

一体化的要求，遵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 原

则，制定《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进一步细化预 算绩效管

理职责分工，以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为主线，建立分工明确、

职责清晰、高效顺畅、协调配合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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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好财政资源配置关口。研究制定项目支出事前绩

效评估管理办法，完善评估工作流程，要求省级部门对拟新出

台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实施内容和标准发生重大调整的政策

和项目、资金规模较上年有较大增长的延续性政策和项目，

从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筹资合规性

等方面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报告作为政策和项目申请的

必备条件。强化绩效目标引领，完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和绩

效标准体系建设，指导预算部门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依

据部门职责、政策目的、项目实施内容、投入规模等因素加

强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与申请预算资金的匹配性。

三是加强绩效运行监控。结合近年来监控实践和

绩效监控管理办法，从职责分工、监控范围、内容、方式、

流程以及结果应用等方面，对我省现有的监控办法进行完善，

进一步提高监控工作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在部门（单位）全

面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基础上，选取部分重大项目及存在问题

较多、执行较慢的项目，采取实地核查的方式进行跟踪。

四是提高政策和项目重点绩效评价质量。压实部门绩效自

评工作主体责任，项目支出和政策绩效自评实现全覆盖。选

择部分部门试点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适度控制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规模，注重评价质量提升，聚焦生态保护、扶

贫等重点领域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建立绩效评价报告集中审

核机制，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监督考核办法，提高绩效评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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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质量，增强绩效评价报告的可用性。

五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修订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办

法，将评价结果作为财政改进预算管理、以后年度编制预算

和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根据不同的评价结果，在财政

安排中进行应用，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整改机制，促进绩效

管理良性循环。

六是加大绩效信息公开。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

责”的原则，对公开主体、公开时限、公开形式和公开内容

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强化部门绩效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

拓展公开渠道和公开内容，在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随决算

向人大报告的基础上，选择部分政策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报

人大。推动部门在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绩效目标、绩效

自评报告和重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

会监督。

七是提高绩效支撑能力水平。在 2019 年建立的项目支出

核心绩效指标框架的基础上，推进分行业、分领域绩指标体

系建设，提升绩效目标、指标质量。结合财政核心业务一体

化系统建设，加快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强化对既有预

算绩效管理数据的整合，增强绩效信息数据对比分析能力，

基本形成涵盖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指标库、第三方机构应用平台在内的管理体系，使绩效管理

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监督考核办法，提

高绩效评价报告质量，增强绩效评价报告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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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举借债务有关情况

2019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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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截至2018年底，全县政

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3126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31267万

元，专项债务0万元，分别占政府债务余额100%和0%.全县政府

债务无逾期。经初步测算，债务指标控制在预警线以内，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州财政下达我县2019年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财政

部下达我省政府债务余额限额31458万元（一般债务31458万元，

专项债务0万元），经报县政府批准及县人大会议审议，下达

2018年政府债务限额，其中，下达县本级31458万元（一般债务

31458万元，专项债务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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