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15 年财政决算情况的
报
告
——2016 年 10 月在自治县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在报告 2015 年财政决算编制
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5 年财政决算编制情况
2015 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县财
政工作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保民生、防风险”
的工作目标，凝心聚力，智慧攻坚，较好完成调整后的年度预算
收支任务。
2015 年全县财政决算现已编制完成，具体收支结果是：
（一）2015 年全县公共财政收支决算编制情况
全部财政收入情况：2015 年，全县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60033
万元，占调整预算 59614 万元的 100.7%，同比减收 68674 万元,
下降 53.4%。其中：中央级收入完成 18690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3%，同比减收 27069 万元, 下降 59.2%；省级收入完成 5908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3%，同比减收 9441 万元,下降 61.5%；
市级收入完成 4475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9.7%，同比减收 8375

万元,下降 65.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0960 万元，占调整预
算 30600 万元的 101.2%，同比减收 23789 万元，下降 43.5%。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情况：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208308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长 3.6%。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 16366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10.5%；国防支出 551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
；公共安全支出 6958 万元，占调整预
算的 100%，
下降 19.7%；
教育支出 39432 万元，
占调整预算的 100%，
下降 8.7%；科学技术支出 243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50.9%；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200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增
长 132.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493 万元，
占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17.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2016 万元，占调整预算
的 100%，下降 21.3%；节能环保支出 4388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52.9%；城乡社区支出 9166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82%；农林水支出 39748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13%；
交通运输支出 1029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148.3%；资
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493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2.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641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300.2%；
金融支出 33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34%；国土海洋气象
等支出 1820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6.1%；住房保障支
出 8441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25.8%；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239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24.4%；其他支出 786 万
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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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预算平衡情况：按现行财政体制及市对我县的结算
办法，2015 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0960 万元，上级税收
返还及体制补助收入 57547 万元，专项资金 62976 万元，非财力
均衡性转移支付 38144 万元，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55505 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444 万元，
政府性基金调入公共财政预算
2392 万元，上年结转 834 万元，减上解支出 3374 万元，减地方
性政府债券置换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2308 万元，减地方政府债
券还本 2200 万元，预算执行总财力为 208920 万元。全县当年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 208308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77 万元，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435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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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814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收 2898 万元，增长 11.5%。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791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下降 60%。分支出项目：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28 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5693 万元，
农林水事务支出 57 万元，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107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 万元，其他支出 1309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15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完成 28144 万元，预算执行中，上级拨付基金专款收入
2162 万元，地方性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5174 万元，全县基金预算
可用财力为 35480 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354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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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7914 万元，专项地方性政府债券置
换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78 万元，调出资金 2392 万元。
（三）2015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编制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
万元，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四）2015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编制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 41132.16 万元，
加上年结余 30926.14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36179.84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为
35878.46 万元。
二、2015 年财政工作开展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过去的一年，财税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县委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贯彻执行新
《预算法》
，
牢牢守住保工资、保民生两条底线，在困境中谋发展，在创新中
求突破，财政运行基本平稳，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目标。
（一）全力推进综合治税。针对财政收入呈“断崖式”下降
的局面，财税部门采取超常举措，想方设法挖潜增收，努力将短
收数额控制到最低。强化统筹调度。定期召开综合治税联席会议，
加强数据对比分析，解决存在问题，研究增收对策。强化专项清
查。开展欠税专项清理、矿权交易清查、耕地占用税清理以及税
务稽查与评估等专项行动，查补入库税款达 1.49 亿元。强化非
税征管。加强部门调度，努力实现应收尽收，全年非税收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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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1 万元。
（二）全力争取政策和资金。全年各部门累计向上争取资金
97519 万元（不含债券资金）
，有效缓解了县级财政压力。争取国
家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政策。依托生态优势，成功获批“国家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
，年度获取资金支持 5009 万元。争取保
留企业所得税“免五”政策。充分利用民族自治县独特优势，多
次赴省跟踪跑办，企业所得税“免五”政策获财政部批准保留，
为我县招商引资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争取减免专项县级配套政
策。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自治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革命老
区优势，积极向上争取免除或降低民生资金配套。争取新一轮财
政体制政策。抓住 2016 年省对县实行新财政体制的有利机遇，
多次赴省财政厅汇报我县财政困难情况，争取新一轮财政体制性
支持。争取融资政策。县财政、交通部门精心编制 PPP 方案，积
极与省有关部门跑办对接，我县青安一级收费公路项目被列入省
财政厅和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积极推进示范性高中二期、县城
供水等民生项目建设。
（三）全力保障民生需求。尽管我县收入大幅下降，全年财
政收入仅完成 6 亿元，但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达到 20.8 亿元，
有力保障了各项民生事业发展。一是工资保障有力。千方百计筹
措资金，
确保了 7 月份执行新工资标准。
同时拆借资金 5548 万元，
确保在职和离退人员调标工资和离退休费补发到位。10 月份落实
了乡镇工作人员工作补贴政策。二是“三农”保障有力。全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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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支出 39748 万元，同比增长 13%。扶贫攻坚取得新突破。投
入扶贫资金 5823 万元（含以工代赈资金）
，扶持贫困村的产业发
展与基础建设，实现了 2.55 万人稳定脱贫。现代农业发展取得
新进展。投入资金 1000 万元，支持食用菌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食用菌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水平，促进农民致富
增收；投入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 1578 万元。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成就。整合各类资金 5936 万元，扎实做好
15 件实事，支持了 16 个省级重点村和集中打造王子店、龙潭 2
个市级样板村完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整治。惠民政策得到全面
落实。累计发放综合直补、水库移民、农机具购置等补贴 3756
万元；投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2342 万元，实施道路硬化、
绿化、亮化、人畜饮水、护田、护村、护路坝等公益项目 186 个。
三是社会发展保障有力。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493 万元，
同比增长 17.3%，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就业和再就业扶持政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2016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计划生育奖扶政策得
到落实；住房保障支出 8441 万元，同比增长 25.8%，用于廉租住
房补助、货币补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深化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
全年教育投入 39432 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200
万元，重点支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和文化产业发展。支持大气污
染治理，投入资金 1168 万元，支持农村能源开发利用、淘汰黄标
车、取缔砖瓦窑、燃烧锅炉改造等项目。核实化解 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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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前发生的垫交乡村税费债务 682 万元。
（四）全力防控债务风险。全年共向上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 6.07 亿元，保证了到期债务及时足额偿还，实现了债务期限从
短到长、债务成本由高到低的良性转换，有效缓解逾期债务偿还
压力。积极与县农行沟通对接，将我县国有企事业单位、乡镇政
府多年来历史形成的逾期不良贷款 6726 万元，
仅用 150 万元清偿
并收回抵押资产。县财政、城投公司和农发行积极与国家、省、
市农发行对接，对到期贷款 8300 万元予以展期，确保了我县没有
出现逾期贷款，有效防范了政府债务风险。截止 2015 年底，我县
政府债务余额 15.4 亿元，尽管债务总额与上年持平，但债务结构
得到明显优化，债务规模总体可控。
（五）全力推进财政改革。认真贯彻落实新《预算法》，编
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严格执行预算，未列入预算的项目不支出，未经法
定程序批准的项目不调整。
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2015 年全县
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落实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大力压减“三公”经费支出，
同比下降 21%。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全县一、二级
预算单位全部纳入财政集中支付中心管理，覆盖率达 100%。加大
资金盘活整合力度，全年共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2.75 亿元，
统筹用于农业产业化、扶贫攻坚、民政事业以及弥补县级财力不

- 7 -

足等方面支出，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尽管 2015 年财政预算确保了收支平衡，但财政运行仍面临
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一是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受经济下行压
力和铁精粉价格持续走低影响，我县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收支矛
盾日益加剧，财政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而随着养老
保险改革、民生支出配套等政策相继出台，相应加大了财政支出
压力，导致收支矛盾加剧。二是财政运行风险加大。尽管我县债
务规模总体可控，但近两年是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势必将对财
政正常平稳运行带来一定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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