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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县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4月1日在同德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同德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同德县 2019 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同德县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提

出意见。

一、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积

极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为打赢“三大攻坚战”提

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财政改革发展有序推进，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全县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604 万元，为预算 6604 万元的 54.57%，

同比减收 2829 万元，下降 43.98%（明细详见附件 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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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38366 万元，为预算调整数 122697 万

元的 112.77%，同比减支 8283 万元，下降 5.65%（明细详见

附件 3）。预算执行结果：总财力 142172 万元，其中：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604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8979 万元，

上年结余结转收入 773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00

万元，调入资金 904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4912 万元(其

中再融资债券 745 万元)。总支出 141336 万元，其中：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 138366 万元，地方债务还本支出 745 万元，

补充预算周转金-20 万元，新增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19 万元，

上解支出 1326 万元（其中省以下法检两院上划基数 731 万

元；核定税务部门经费划转基数 359 万元；收回市州级财政

存量资金 236 万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 836 万元，

当年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问题：2019 年 9 月份县级总财力调整预算为

122697 万元，年底预算执行数为 142172 万元，增加 19475

万元。财力增加主要原因有：结算补助收入年初为 6998 万

元，调减 341 万元，调整为 665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年初为 14307.31 万元，调增 28506.69 万元，调整为 42814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由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调整

的 8267 万元再调整为 9012 万元，其中调整数为再融资债券

74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底基金收入完

成 5899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1292 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204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为 4100 万元，上年结转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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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基金总支出 5268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 4364

万元，调出资金 904 万元，结转支出 631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底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532.66 万元。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1663.93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086.35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15.85 万元；生育保险基

金收入 128.10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538.43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266.63 万元，其中：城镇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917.26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出 2754.24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33.32 万元；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23.38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538.43

万元。期初余额 4505.19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3266.03 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7771.22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我县没有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五）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2019 年省政府核定我县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0506 万元，截止 2019 年末我县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为 29219 万元，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域。根

据《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2018 年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并

下达 2019 年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青财债字

[2019]816 号），经省财政厅与州财政局核定，2019 年我县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8267 万元（明细详见附件 4）。其中：

一般债券 4167 万元，专项债券 4100 万元。分配建议已经县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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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时实施。

二、2019 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省州财政工作会议以及县委全委会议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五

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统筹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认真落实国家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坚持抓好收支预算执行，强化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促进全县经济平稳运行、

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的同时，财政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依法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执

行财政收支预算。认真分析经济形势，准确分析预测税收收

入发展前景，精心挖掘潜在税源，堵塞征管漏洞，确保税收

收入应收尽收。根据《预算法》要求和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通过的预算，及时批复到各部门单位，严格按进度执行支

出预算，确保各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和运转。

（二）着力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财政支出进度。认真开

展财政存量资金“清零”，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统筹

用于县委、县政府研究确定实施的民生等重点项目，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及时下达和拨付指标、资金，

督促部门加快项目实施和加大支出力度。建立健全财政存量

资金定期清理整合机制，印发了 2019 年度同德县财政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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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统筹整合实施方案，督促部门加快支出进度，对结转两

年以上的存量资金，除国家有特殊用途和规定外，全部收回

县级财政。2019 年同政办[2019]113 号和同政办[2019]160

号两次整合方案共整合存量资金 25301.88 万元，其中：结

转资金 19239.80 万元，结余资金 6062.08 万元。通过统筹

整合财政存量资金，集中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

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三）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脱贫攻坚战方面。坚决落实党中央和省州县委决策部

署，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首要位置，2019年县级扶贫资金投

入3438.6万元，其中：2019年防灾保畜饲料购置经费27.2万

元、2019年精准扶贫县级补助资金500万元、贫困村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144.40万元、贫困村社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1767万元。2019年县本级扶贫资金比2018年增加30.9万

元，增长0.91%。通过逐年加大县级扶贫资金投入，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资金保障。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战方面。

紧紧围绕落实生态责任，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县级投入力

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水土保持等项目，支持大气、国土绿化、水、土壤污染

防治，落实县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防治污染各类资金

5217.38万元，有效改善了全县生态和人居环境，提高了环

境监测能力和环保治理能力，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与生态建

设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化解债务攻坚战方面。不断增强风

险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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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债务管理，强化源头控制，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

机制，政府性债务管理有序推进。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3.05

亿元，各项债务指标控制在预警线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化解政府隐性债务5002.24万元,化解率为107.76%。实现了

规模可控，结构合理的债务管理目标。2019年清理企业欠款

680万元，化解率57.92%。

（四）加强财政资金监管，推进支出绩效运用。一是财

政监督方面。主要检查了各预算单位是否建立往来款项定期

清理机制，是否依法设置资产管理账簿，是否按照规定及时

登记入账，是否认真执行《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等法规制度等；对39个一级预算部门和35个二级预算部门的

年度预决算公开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整改；对县住建局和五乡镇2009年至2018年农村危

房改造资金和农村奖励性住房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检查，共检查资金28536.2万元，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关于对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检查组反馈问题的整改

方案；开展了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监督检查；检查了

各预算单位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是否严

格执行批复的预算，预算调整是否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是否

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否执行政府采购制度，是否执行

公务卡强制结算，以及加强部门决算工作和做好部门预决算

公开工作。二是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对下

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考评办法>的通知》(青财绩字

[2019]692号)相关要求,结合预算管理改革工作要求，印发



- 7 -

了《2019年度对部门及乡镇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考评方案的通

知》（同财绩字[2019]545号），进一步加强对财政预算绩

效管理的组织领导。完成了61个预算单位（其中：不含专项

的单位32个、含专项的单位21个、6所学校和2家医院）和5

个乡镇的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核工作，印发了《2019年同德

县各部门预算单位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情况的通报》（同

政办[2019]155号）和《2019年同德县各乡镇财政管理综合

绩效考评情况的通报》（同政办[2019]156号），绩效考核

奖励资金全部已下达。通过不断深化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

结果反馈及应用，及时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到主管部门和预

算执行单位，真正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五）强化预算管理工作，稳步推进财政改革。一是积

极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工作。全县各预算单位全部纳入国库集

中支付改革范围，全年直接支付 9781 笔、127059 万元，授

权支付 7844 笔、6436 万元;公务卡使用范围和覆盖面进一步

扩大，公务消费支出采取公务卡进行结算。因机构改革，公

用经费下达较晚，公务卡刷卡消费完成了 478.13 万元，同

比下降 127.26 万元，刷卡金额降低 21%。二是做好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清查工作。通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全县的 73 个

预算单位开展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全面摸清全县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为 94250.30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54301.90 万元，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39948.40 万元。通过

专项审计，普遍提高了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意识，

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三是实施“互联网+政府采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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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为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透

明度，提高政府采购效率，节约政府采购成本，简化政府采

购工作流程，全省“政采云”项目采购交易系统在我州首次

试运行成功，我县开通了“政采云”一站式政府采购云平台，

第一批和第二批货物 100 家供应商入围“政采云”平台，第

一批服务 16 家供应商入围“政采云”平台，为采购人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全面提升了政府采购工作效率，推动政府采

购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四是推进部门预决算和“三公”

经费信息公开。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公开，在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审议通过预算决算后，及时下发文件将2018年决算和2019

年预算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批复给各预算单位，同时明确要

求各单位按照规定内容在财政批复预决算后 20 日内按时通

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除涉密部门外，其余使用财政拨款

的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信息全部按照规定方式对外公

开。

（六）坚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民生重点保障。坚

持量入为出、统筹兼顾、有保有压的原则，处理好政策性减

收和刚性支出的矛盾，认真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在

压减一般性支出方面2019年各类县级专项与上年相比压减

了1721万元，同比压减了9%、“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加大

资金统筹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把

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兜住“三保”底线。始终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支持发展公

平优质教育，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强化民生兜底保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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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发展，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民生领域支出达10.83亿元，占财政总

支出13.83亿元的78.31%。

上述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和县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也

是全县各部门共同努力和理解支持的结果。在充分肯定成绩

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县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一

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一是经济运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实体经济仍较困难，减税降费影响不断加深，地方财力

增长面临多重制约。二是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收支矛盾

依然突出。重点工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大，财政提供保障

任务将异常艰巨，收支矛盾依然突出。三是部门预算编制质

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年终预算执行结果看，部门在年初编

制预算时申请的专项经费做的不细，执行中无法实现支出，

预算资金存在闲置和趴账等问题。四是财政存量资金统筹整

合工作推进不平衡、不充分，部分项目申报前期工作不扎实，

土地、环评等方面因素考虑不全面，造成资金下达后无法及

时实现支出，从而形成新的存量，起不到即期拉动作用。五

是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深层次问题

的相继出现，财政资金管理领域还存在薄弱环节。财务人员

短缺，现有财务人员换岗频繁，缺乏稳定性，业务技能培训

急需加强。这些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统筹谋划、积

极应对、努力解决，也恳请各位代表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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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总体要求。

2020 年编制地方预算的思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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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州财政工作会议

精神，按照中央、省、州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大力提质增效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原则，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和全面落实减税降费等因素，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新发展理念，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统筹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在落

实“三保”政策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坚持以收定支、量力而

行、坚持管理、严肃纪律、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保有压

的原则，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不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和水平。

（二）2020 年预算安排情况。

1.2020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总财力安排105910.75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安排57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65082万元；上级

预告专项32892.75万元；上年结余结转资金836万元；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400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105910.75万元。其中按支出用途安排：

人员支出安排51038.78万元，占预算支出的48.19%；公用支

出安排1771.1万元，占预算支出的1.68%；专项业务经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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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扶持配套资金安排18902.12万元，占预算支出的

17.84%；上级预告下达专项资金32892.75万元，占预算支出

的31.06%。预备费安排1300万元，占预算支出的1.23%（明

细详见附件5）。

2.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8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

出安排80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8163.99万元，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04.10万元；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收入5586.35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20万

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38.10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515.44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4752.16万元，其中：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208.10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出2954.24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50万元；生育

保险基金支出24.38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515.44万元。

本年收支结余3411.83万元，预计年末滚存结余11183.05万

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我县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没有编入预算。

四、2020 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年，积极推进规划编制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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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重点

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财源培植，促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一是抓

财政收入征收力度。加强财税部门联动，强化财税部门收入

协调工作机制，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强减税降费对财

政收入的影响性分析，加大开源节流力度，注重抓重点税源，

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为顺利完成收入任务打下坚

实的基础。二是抓财政收入进度。努力做到税收收入及时足

额均衡入库。三是抓财政收入质量。注重对收入结构和质量

的分析，促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二）强化过“紧日子”思想。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的思想，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从

严从紧编制部门预算，在 2019 年基础上，2020 年进一步大

力压减非刚性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加强“保

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各项民生支

出政策除国家规定外，2020 年原则上不再扩面提标。除应急

救灾等支出外，一般不追加预算。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

费和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加强对相关支出事项必要性、合

理性的审核，不得安排无实质内容的公务活动。尽可能压减

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坚决清理取消低效、无效支出，突

出重点加强会议费、培训费、大型活动经费管理，现已落实

一般性支出压减 15%以上，力争达到 20%，“三公”经费再

压减 3%左右的上级财政部门赋予的政策性任务。截至目前一

般性支出压减已达到 16%。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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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坚持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减。通过继续完善民生投入保

障机制，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力支持教育事业均衡

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完善等，有力保

障各项民生支出，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

到有效提升。

（三）加大各类资金统筹使用。加大各类资金统筹力度，

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存量资金要优先保障县委、县政府

确定的重大政策支出。加大部门结转资金与年度预算的统筹

力度，对于预计结转资金规模较大的项目，不再安排或减少

预算安排。加强存量资产管理，努力盘活存量闲置资产。

（四）强化预算安排约束机制。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加强三年支出规划对年度预算的指引和约束作用，部门新增

支出原则上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解决。加强对支出政策的财政

可承受能力评估，充分考虑当前财力和长远影响，凡是评估

认定不具备实施条件、超出财力可能的支出政策，一律不得

实施。完善部门当年预算执行和下年预算安排挂钩机制，预

算执行较慢的，相应减少下年预算规模。

（五）推进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将中央、省、州提前下

达转移支付资金足额编入县级预算，与县级同领域专项资金

统筹安排。继续取消政策到期、预定目标实现等已无必要继

续实施的专项，及时调整无法完成目标、执行严重滞后等绩

效低下的专项，切实整合政策目标相似、资金投入方向类同、

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专项，进一步压缩专项资金项目数量，

推动专项资金实质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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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深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抓好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进一步扩大专项资金、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的绩效评价范围，

将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反馈被评价部门，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

有机结合，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预算安排的依据，倒逼

预算部门强化自我约束提升管理水平。健全绩效信息公开机

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评价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七）加强扶贫和涉农资金监管力度。根据《扶贫项目

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和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金纳入绩效管理范围，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编制年度预算时要求科学合理测算扶贫项目资金

需求。加强绩效目标的审核，执行中建立扶贫项目资金监控

机制，对扶贫资金的使用及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分析，加强资

金监管，发现问题和资金使用滞后的单位及时督促加快执行

进度，不断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八）加强队伍建设，依法依规科学理财。一是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坚持将政治理论学习作为日常必修课，组织全

体财政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二是改进工作作风。以解决思想和工作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

提高工作成效为落脚点，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真功夫，不断

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三是加强廉洁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力

度。利用廉政讲座、警示教育片等方式引导财政干部不断提

高政治觉悟和政治定力，使机关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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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职工积极参加省州举办的财政相关业务知识培训，加强

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掌握，使财政干部及时了解新知识、掌握

新政策，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四是加强财政法制宣传，不断

提高依法理财的意识。利用财政法治宣传周对新出台的财政

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及时的宣传，通过宣传使预算单位财务

人员的财政法律意识和财政法律素质普遍提高，财政执法人

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观念明显增强，财政法

治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九）落实“十四五”规划编制，推动财政体制改革。

一是抓紧落实“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按照项目绩效目标

全覆盖的财政绩效工作要求下、对县域内所有未来五年内实

施的项目细化责任分工，压实主体责任、规范招投标、提高

项目实施进度、质量等方面作为硬性指标考核，我局紧紧扭

住项目绩效考核这个关键，立足实际、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围绕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领域等项目进行未

来五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来抓、确保资金投入精准、项目实施

规范、项目实施进度、质量显著提高。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

政策；用好党和人民的每一分钱、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我局对未来五年财

政预算收入做了前期规划，确保未来五年做好“三保”工作；

积极走出一条“阳光财政”新路子。二是推进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长期以来，我县没有将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没有单

列预算和进行分类管理，下一步将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完善我县“四套预算本子”这对统筹用好国有资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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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

力、合理配置国有资本、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打破资金分配固化格局。要

利用好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建设契机，以技术控业务、强管

理，增加县级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应用模块，促进我县

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整体不断提高。要全面运用零基预算理

念，改变“基数＋增长”的资金安排模式。积极推行工作量

预算法，加强项目库约束，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依据政

策安排、履职需要和支出能力，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和转

移支付预算，下大力气压减年初代编预算规模。要建立专项

资金评估清理机制，根据我县重点工作需要，对低效支出甚

至“因投资任务设事”“因钱设事”的专项进行核减和撤销，

对确需保障的在财力许可范围内予以新增，确保预算安排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

各位代表，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

认真执行本次大会做出的决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信心、扎实工作，立足新起点、扬帆新征程、展示新作为、

建功新时代，以财政工作的新业绩护航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为实现同德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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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名 词 解 释

1、公共财政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

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

的收支预算。

4、社保基金预算：对社会保险缴款、公共财政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指政府为履行职能，按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收取的纳入预算内管理的各项税收（地方留成

部分）及非税收入总和（不包含基金收入）。

6、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反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的

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功能分类（按政府活动的社会

职能和政策目标划分），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公共

安全、国防、农业、环境保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7、政府性基金收入：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项特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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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

途的财政资金。基金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专款专用，余额

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8、政府性基金支出：反映政府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9、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反映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

10、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反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

排的支出。

11、社保基金收入：反映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的各项收入。

12、社保基金支出：反映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的各项支出。

13、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

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

支付等，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

14、财政收支平衡：主要分为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地方

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有

规定外，不列赤字”。

15、预备费：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各级公共财政预

算应当按照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额的 1%—3%设置预备费，

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

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16、预算绩效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政府公共部门

实现程度为依据，进行预算编制、控制以及评价的一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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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建立预

算绩效考评体系，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的管

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我州出台实施的财政预算管

理综合绩效考评机制，是以财政支出绩效为重点，涵盖所有

财政资金，对基层财政和预算部门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管

各环节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评的一种管理制度，以加

快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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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其目的是为进

一步提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7、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由政府设立的，从规定范围

筹集的，用于调节和平衡本级预算平稳运行的预算储备资金。

主要以以下渠道筹集：公共财政预算当年超收收入；公共财

政预算财力性结余；政府性基金滚存结余；统筹整合的专项

资金和财政存量资金盘活资金；政府批准的其他收入。本级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应当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收支

缺口；弥补年度预算执行终了因收入短收形成的收支缺口；

解决政府决定的重大支出等。

18、财政存量资金：指存放在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而未

形成实际支出的各类财政性资金。不包含财政部门根据《预

算法》要求设立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预备费，

以及财政部规定不纳入存量资金清理范围的社会保险基金、

粮食风险基金、教育收费、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

代管资金等财政专户资金。

19、供给侧改革：即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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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

发展。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

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

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

20、积极财政政策：也称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政府为防

止经济衰退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增发

国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

等财政手段，促进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21、工作量预算法：依据政策安排、履职需要和支出能

力，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和转移支付预算，根据地方重点

工作需要，衡量工作量大小对低效支出专项进行核减和撤销，

对确需保障的专项资金在财力许可范围内予以新增保障的

预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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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同德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科目名称

2018年实

际完成数

2019

年预

算数

实际完

成数

完成预

算%

一、税收收入 3,981 4,173 1,449 34.72

1 增值税 307 530 311 58.68

2 企业所得税 278 146 81 55.48

3 个人所得税 103 46 60 130.43

4 资源税 5 12 7 58.33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135 182 104 57.14

6 房产税 20 50 32 64.00

7 印花税 34 46 35 76.09

8 城镇土地使用税 9 12 6 50.00

9 土地增值税 20 30 29 96.67

10 车船税 74 55 110 200.00

11 耕地占用税 2,928 3,006 580 19.29

12 契税 63 58 89 153.45

13 环境保护税 5 5 ——

二、非税收入 2,452 2,431 2,155 88.65

14
专项收入(含地方教育附

加）
193 477 424 88.89

15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2 35 87 248.57

16 罚没收入 246 105 480 457.14

17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

用收入
1,757 1,594 867 54.39

18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97 ——

19 其他收入 234 220 0.00

合 计 6,433 6,604 3,604 54.57



- 22 -

附件 3

2019 年同德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年初

预算数

调整

预算数
实际完成数 完成预算%

1 一般公共服务 8801 9,481 10,935 115.34

2 国防 123 139 88 63.31

3 公共安全 2460 3,298 3,738 113.34

4 教育 18511 24,180 26,448 109.38

5 科学技术 555 1,049 614 58.53

6 文化体育与传媒 908 3,181 3,385 106.41

7 社会保障和就业 13802 16,392 21,057 128.46

8 医疗卫生 8297 11,268 11,080 98.33

9 节能环保 1321 2,799 3,661 130.80

10 城乡社区事务 1399 5,416 10,582 195.38

11 农林水事务 24369 35,278 38,317 108.61

12 交通运输 423 1,781 783 43.96

13
资源勘探电力信

息等事务
28 100 231 231.00

14
商业服务业等事

务
1,835

15
国土海洋气象等

事务
390 413 510 123.49

16 住房保障支出 5165 5,722 3,789 66.22

17
粮油物资储备事

务
7 12 2 16.67

18
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
283 325 525 161.54

19 预备费支出 1010 374 0.00

20 其他支出 5045 45 87 193.33

21 债务还本支出 745 745 0.00

22 债务付息支出 144 699 699 100.00

合 计 93,786 122,697 138,366 1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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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同德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建设项目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新增债

券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年限 建设内容

下达

资金
备注

一般

债券

同德县尕干

水库配套供

水厂工程

新建 2019-2020

新建净化水

厂、变频泵房、

及厂外排水水

管线等项目

3800

同德县厕所

革命建设项

目

新建、

改扩

建

2019-2020
各类厕所

1526 座
367

专项

债券

同德县 2018

年棚改专项

债券项目

新建 2019-2020
棚户区改造

项目
4100

合计 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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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同德县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收入预算科目
收入
预算数

科目 支出预算科目
支出
预算数

1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57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10733

2 上级补助收入 65082 203 国防支出 153

3 返还性收入 1777 204 公共安全支出 3577

4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

入
63305 205 教育支出 22842

5 原体制补助收入 354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32

6
均衡性转移支付

收入
3139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1717

7
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
985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2349

8
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
487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975

9
中央增加工资补

助收入
211 节能环保支出 2372

10
农村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收入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90

11 固定数额补助 15464 213 农林水支出 34396

12
民族地区转移支

付补助收入
214 交通运输支出 548

13
社会保障和就业

转移支付收入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

781

14
医疗卫生转移支

付收入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932

15
农林水转移支付

收入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13

16
教育转移支付收

入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

499

17
预计新增转移支

付资金
2455 227 预备费 1300

18 上解支出 -1090 229 其他支出 981

19 预告上级专项 32893 231 债务还本支出 60

20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
入

140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361

21 上年结余结转 836

22 统筹调入资金

收 入 总 计 105911 支 出 总 计 105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