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青龙满族自治县 2019 年财政决算
情况的报告
——2020 年 10 月 23 日在自治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29 次常委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王志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现报告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请
予审议。
一、2019 年财政决算编制情况
2019 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县上
下认真贯彻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高质量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充分发挥财政引导作用，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财政形势，
加强预算收支管理，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预算执行取得了预期效果。
2019 年全县财政决算已编制完成，具体收支结果是：
（一）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编制情况
全部财政收入情况：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92785 万元，占调整
预算 92700 万元的 100.1%，同比增长 5.7%，增收 4988 万元。其
中：中央级收入完成 32974 万元，同比增长 5.2%，增收 1633 万

元；省级收入完成 14164 万元，同比增长 14.2%，增收 1756 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647 万元，占调整预算 45570 万元
的 100.2%，同比增长 3.6%，增收 1599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1410 万元，占调整预算 31400 万元的 100.03%，同比增长 1.7%，
增收 533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14237 万元，
占调整预算 14170 万元
的 100.5%，同比增长 8.1%，增收 1066 万元。从收入质量看，税
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为 68.8%，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18451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320992 万元的 99.2%，同比增长 4.5%。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15 万元，下降 9.9%；公共安全支出 12190
万元，增长 19.2%；教育支出 80064 万元，增长 26.2%；科学技术
支出 467 万元，增长 47.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595 万元，
增长 13.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197 万元，下降 7.6%；卫生
健康支出 44929 万元，增长 8.9%；节能环保支出 8211 万元，下
降 16.3%；
城乡社区支出 5289 万元，
下降 18.2%；
农林水支出 66273
万元，下降 1.6%；交通运输支出 14651 万元，增长 19.2%；资源
勘探信息等支出 221 万元，下降 94.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719
万元，
下降 6.9%；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683 万元，
下降 66.7%；
住房保障支出 4525 万元，增长 46.4%；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24 万
元，下降 37.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247 万元；其他支出
900 万元，增长 7.1%；债务付息支出 5250 万元，增长 21%；债务
发行费用支出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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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按现行财政体制及省对我县的结算
办法，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647 万元，上级税收
返还收入 3966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220982 万元（含财力性
转移支付 64882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5308 万元，新增一般
债券转贷收入 24700 万元，
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7000 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187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72 万元，政府
性基金调入 1889 万元，其他资金调入 1102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总计 342962 万元(剔除专项转移支付、非财力一般性转移支
付、一般债务转贷收入、上解支出等，县本级实际可支配财力为
130498 万元）
。全县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8451 万元，上解支
出 3953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7940 万元，安排稳定调节基金
77 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总计 340421 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2541
万元。
（二）2019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编制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全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6317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36317 万元的 100%，同比增长 560.3%，
增收 30817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35352 万
元，占调整预算 35351 万元的 100%，增长 615.0%，增收 30408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785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785
万元的 100%，增长 273.8%，增收 575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18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180 万元的 100%，下降 45.9%，减收 1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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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34442 万元，
占调整预算数 34442 万元的 100.0%，同比增长 24%。其中：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7 万元,增长 56.7%；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1127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32671 万元，增长 34%；其他支出 597
万元，下降 81.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全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完成 3631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558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3 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2000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40888
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4442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557 万元，调出资金 1889 万元，支出总计 40888 万元，收支相
抵，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三）2019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编制情况
2019 年初，经报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没有单独编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年度执行中也没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
（四）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编制情况
社会保险基算收入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完成 111850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 112788 万元的 99.2%，同比减少 18.2%。其
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0334 万元,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基金收入完成 1710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完成 24021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1301
万元（含生育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90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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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为 107568 万元，
占调整预算数 107191 万元的 100.4%，同比减少 18.3%。其中：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2100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
金支出 1291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3700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9763 万元（含生育保险）
，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9089 万元。
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111850
万元，加上年结余 44717 万元，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107568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年终滚存结余 49000 万元。
二、2019 年预算执行主要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9 年，我们紧紧围绕县委
的重大决策部署及县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坚持依法理
财，强化预算执行，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有力促进了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依法治税管费，财政收入稳中有增。努力克服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短期阵痛和环保政策加码
等因素影响，通过开展税务稽查和土地整治等举措，加大收入调
度力度，全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9.28 亿元、增长 5.7%，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 4.56 亿元、增长 3.6%，两项指标均达五年来最
高水平。一是完善财税联动工作机制。建立财税联席会议制度，
每月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分解目标任务，集中力量解决组织收
入的急迫问题。二是强化税费征管。制定《青龙满族自治县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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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开展房地产、耕地占用税、环保税、水
资源税及铁选企业专项税收稽查，强力推进土地整治项目，落实
占补平衡指标转让计划,完成土地整治项目 7000 亩，获占补平衡
指标转让收入 15155 万元，
实现净收益 7450 万元，
确保应收尽收。
三是强力推进综合治税。全力抓好税收、收费政策落实；分析税
收、收费工作中的问题并制定举措；跟踪督导税收、收费工作落
实，加强对欠税企业监控和管理，努力实现“新欠不增，旧欠逐
减”的目标。
（二）注重资金争取，努力做大财力“蛋糕”
。针对县级可用
财力严重不足的困难局面，强化责任担当、勇于攻坚克难，全力
以赴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一是争取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16980 万元,争取省财力性救助补助资金 19935 万元，争取财力转
移支付增量资金 10260 万元，争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资金 1029
万元，保障了公教人员工资和民生资金基本需求。二是争取国家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6510 万元、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900 万元，有力支持了生态环境治理、人居饮水安全、乡村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24700 万元、再融资债
券资金 19000 万元，有效缓解了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支持了城市
基础设施、道路、教育、医疗等重点公益性项目建设，促进了全
县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三）坚持执政为民，着力彰显民生财政。紧紧围绕“保工
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原则，调优支出结构，扎实推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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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民生事业发展。一是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年教育支出
80064 万元，完善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了生均公
用经费和教师生活待遇，落实教育扶贫政策。二是不断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政策落地，发放五
保、养老等社保资金 81913 万元，落实退役军人等惠民政策资金
10849 万元，为贫困人口落实社保扶贫政策配套资金 6964 万元。
三是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整合涉农专项资金 2118 万元，
有力支持了塘坝维修养护、河道清淤及沙坑回填、旅发大会沙河
河道生态整治等项目建设；整合省级农业生产资金 740 万元，支
持中药材产业发展；安排农业综合改革资金 2066 万元，支持村级
公益事业建设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投入资金 337 万元，支
持非洲猪瘟防控、无害化处理、食品安全检测等事项。四是全力
保障重点支出。加强对中央和省级基建投资项目资金监管，全年
累计拨付中央和省级基建资金 8010 万元，有力支持了交通、保障
性安居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建设等项目建设。
（四）坚持底线思维，全力支持三大“攻坚”战。一是支持
打好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做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防控，切实有
效化解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制定《青龙满族自治县政府隐性债务
化解方案》明确具体化解措施，化解债务 1.89 亿元；严格新增政
府债券项目管理，全面提升管理科学化水平，政府综合债务率为
59.65%，全县政府债务运行总体可控。二是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2019 年县本级预算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800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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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3%，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6704 万元，其中：用于扶持贫困
村、贫困户以股份合作和资产收益模式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11744
万元，用于贫困村道路硬化、田间作业路、安全饮水、危房改造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336 万元，
用于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534 万元；
用于金融扶贫、贫困人口技能提升及项目管理 90 万元，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提供了财力支撑。三是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年投入清洁取暖资
金 4986 万元、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729 万元、节能减排资金 470
万元，有力支持了新能源新建材的推广应用、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农村能源清洁开发利用、燃煤锅炉淘汰和散煤替代等项目。
（五）推进财税改革，积极打造效能财政。一是扎实推进减
税降费政策。强化工作举措，夯实工作基础，助力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年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减免各类税费 12739 万元，其中税收减免 12020 万元、
社会保险费减免 71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减收 4217 万元，其中税
收影响减收 3963 万元、教育费附加影响减收 254 万元。二是做好
机构改革涉改单位预算调整划转工作。积极做好涉改单位的预算
调整划转工作，为实现改革前后单位财务的有效衔接打牢基础，
完成发展和改革局、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等 15 个部门的预算调整，共调整人员、正常公用及项目
支出 8886 万元。
三是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不断规范预算管理，
强化绩效意识，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先后制订了预算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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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施方案、预算绩效管理办法、预算绩效监控管理办法及部门
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等制度文件；对县教体局、旅文局、扶贫
办、民政局等 10 个相关项目开展了的重点评价，对发现的实际问
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建立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
将部门预算当年项目、工作活动及综合绩效评价情况作为制定财
政政策、安排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着力完善“预算编制有
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
效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四是继续推行预决算公
开。按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预决算信息，86 个县级预算部门（涉
密部门位除外）在规定时限内公开了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
率为 100%。
（六）强化监督监管，深入推进精细理财。一是严格“三公”
经费管理。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三公”经费月报制度，
认真落实厉行节约各项规定，规范支出行为，有效降低行政运行
成本，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全年“三公”
经费支出 866 万元，同比下降 28%。二是不断完善评审机制。全
年共审结各类财政投资项目 265 个，送审金额 11.6 亿元，审定金
额 10.2 亿元，审减资金 1.4 亿元，审减率 12%。三是实现政府采
购项目全覆盖。组织采购 196 次，完成采购金额 28151 万元，节
约资金 1756 万元，节支率 5.9%。四是加强财政资金源头管控。
通过强化监督和管理，拒付或退回不合理支出 150 余万元。五是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全面清查行政事业单位及县属国有企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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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政府经管资产数据的统计和上报工作，政府资产共 8.2 亿
元，同比增加 2.3%；完成原民爆公司办公房屋处置工作，拍卖价
格为 1610 万元；完成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计提折旧和 6
个机构改革单位 3.2 亿元资产无偿划转工作。六是加强扶贫资金
绩效管理。全年纳入扶贫动态监控管理资金共 17.55 亿元，实现
了各级各类扶贫资金分配、下达、支付及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等环
节全过程动态监控，确保扶贫资金流向“有始有终”
，促进阳光扶
贫、廉洁扶贫。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9 年是我县财政工作面临
困难较多、承担压力较大的一年，完成各项财政任务实属不易。
各项财政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是县委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县人大及代表们加强监督、有力指导的结果，也是全县上下埋
头苦干、务实创新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全县
财政工作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难题：
一是县域经济总体实力不强，
对上级财政补助依赖程度高；二是收入结构不尽合理，支柱财源
不够稳定，新兴财源形成较慢，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比重不高。三是财政刚性支出需求大，民生需求、环境治理、脱
贫攻坚等都需要大量投入，财政平衡压力巨大。四是暂付款规模
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资金调度日益艰难。五是预算绩
效管理有待提升，财政监管还需进一步加强。上述问题，我们将
认真分析，找准症结，综合施策，努力加以改进解决，尽最大努
力保障民生类政策资金的落实，也恳请县人大一如既往地给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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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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