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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漯河市 2018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19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9 年 8 月 27 日在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谢  闯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8 年财政决

算（草案）和 2019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 

2018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各级

财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积

极发挥职能作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2018 年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

算 874451 万元，实际完成 883570 万元，为预算的 101.0%，增

长 6.9%；加上上级补助、政府债券转贷、调入资金等收入，收

入总计 2120838 万元。批准的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合

计 1613894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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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调整为 1847894 万元，实际完成 1840610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9.6%，增长 5.0%。加上上解支出、债务还本支出、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支出总计 2113554 万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7284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含经济技术开发

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年初预算 416611 万元，实际完成 438377 万元，为预算的 105.2%，

增长 8.7%。加上上级补助、政府债券转贷、调入资金等收入，

收入总计 770586 万元。批准的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585349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补

助县区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620197万元，实际完成 613169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98.9%，下降 3.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西

城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较上年减少较多。

加上上解支出、债务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

支出总计 76355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7028 万元，全部结

转下年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

预算 447987 万元，实际完成 505261 万元，为预算的 112.8%，

增长 36.2%。加上上级补助、政府债券转贷等收入，收入总计

787836 万元。批准的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预算 475862 万元，

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3— 

684821 万元，实际完成 58966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6.1%，增

长 20.8%。加上上解支出、债务还本支出、调出资金等支出，支

出总计 692676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95160 万元，结转下

年使用。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年初预算 335182 万元，实际完成 280921 万元，为预算的 83.8%，

增长 26.0%。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的收入

增加较多。加上上级补助、政府债券转贷等收入，收入总计 432723

万元。批准的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345704 万元，

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补助县区等，支出

预算调整为 353270 万元，实际完成 28745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1.4%，增长 4.1%。加上上解支出、调出资金等支出，支出总计

366904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65819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年初预算 50600 万元，实际完成 34237 万元，为预算的 67.7%，

下降 30.2%，主要原因是西城区国有资产转让收入减收；支出年

初预算 50794 万元，实际完成 10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 26478 万

元，支出总计 2648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3174 万元，结

转下年使用。 

县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收支数为零，市级国有资本经营

决算情况即为全市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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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决算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年

初预算 663489 万元，实际完成 757995 万元，为预算的 114.2 %，

增长 27.3%。加上上年结余收入，收入总计 1217325 万元。汇总

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599050 万元，实际

完成 722128 万元，为预算的 120.5%，增长 25.0%。收支相抵，

年末结余 495197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决算收支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险基金征缴面及

征收基数增加。 

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 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入年初预算为 466634 万元，实际完成 548699 万元，为预算的

117.6%，增长 37%，加上上年结余，收入总计 805140 万元。支

出年初预算 439977万元，实际完成 514738万元，为预算的 117%，

增长 27.2%。收支相抵，年末结余 290402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体系列入县级级次反映，决算相应列入县级级次。 

（二）教育、科学技术、农林水、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文

化体育与传媒、节能环保、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重点支出情况 

2018年，全市教育支出33353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0%，

增长 4.3%，其中：市级支出 10921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

因上级补助资金减少等原因，下降 9.0%。 

全市科学技术支出 4670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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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3.2%，其中：市级支出 1975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

增长 55.4%。 

全市农林水支出 17650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6%，下降

6.0%，其中：市级支出 2141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0.2%，增长

1.7%。 

全市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21079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增长 16.0%，其中：市级支出 45417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0.0%，增长 74.6%。 

全市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117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

下降 12.2%，其中：市级支出 1316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0%，

因根据项目进展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建设支出比上年减少等

原因，下降 19.2%。 

全市节能环保支出 4640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5.6%，增长

17.6%，其中：市级支出 2367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1.8%，增

长 5.6%。 

全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908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

增长 1.8%，其中：市级支出 5224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5%，

因根据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程，需要财政安排的启动资金减少等

原因，下降 8.7%。 

（三）中央、省对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安排使用情况 

2018 年，中央、省下达我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933009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920078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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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293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中，返还性收入 38449 万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29563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52066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中，彩票公益金补助收入 7220 万元。 

以上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市财政及时足额拨付县区或项目单

位，有力保障了市、县（区）预算执行和项目实施。 

（四）市对县区转移支付补助安排使用情况 

2018 年，市对县区下达转移支付补助 827913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 794028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 33885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中：返还性收入 27818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52476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241445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补助 27340 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2018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 1236504

万元，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市级政府债务限额 668436 万元，

县区政府债务限额 568068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

余额 1063344 万元，其中，市级政府债务余额 592549 万元，县

区政府债务余额 470795 万元，均低于省财政厅和市人大批准的

政府债务限额，符合《预算法》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年度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的规定。 

（六）市级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稳步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完善中期财政规划编制框架和

制度体系，指导县区开展中期财政规划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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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全面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严格按照政务信息公开要求，全

面、及时、规范公开政府预决算和政府债务信息；除涉密部门外，

全市各部门也均按时按要求公开部门预决算。在 2018 年度预决

算公开专项检查中，我市荣获全省第 1 名。 

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2018 年，市财政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了财政管理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制度激励和约束各县区、

各部门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对支出进度慢的项目，以发文函告、

上门会商、实地督导等方式，与县区和部门一道研究加快支出进

度的有效措施，切实加快支出进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

仍难以在当年形成支出的，及时收回调整用于市委市政府急需的

重点项目支出；并实行部门预算执行与下年预算安排挂钩机制，

对上年存量资金较大的部门，压减部门预算资金额度，促进部门

科学合理编制预算，提高部门预算编制质量，防止形成一方面资

金滞留沉淀，一方面项目资金不足，削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被

动局面。 

全面盘活统筹各项财政资金。一是大力争取债券资金 29.7 亿

元，比上年新增 8.1 亿元，支持我市城市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二

是积极创造条件或与相关部门配合，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93 亿

元，有力保障了全市基本财力、三大攻坚和其他各项重点事业发

展需求。三是盘活部门存量资金 15.9 亿元，收回部门支出进度较

慢的沉淀资金 1.6 亿元，调整用于急需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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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四是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其他财政资

金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加大重点支出保障能力。 

2018 年由于我市预算管理工作突出，在全省上半年财政管

理工作绩效考核中，我市获得综合排名第 2 名的好成绩。 

总体看，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较好，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的压力加大；

促发展、强改革、保民生需要加大财政支出，亟需加大资金筹措

力度；财税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现代财政制度有待健全完善等。

今后，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和规范财政收支管理，完善财政

监管机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理财水平。 

二、2019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及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认真落实市委七届九次全会安排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

展要求，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加快推进减税降费和财

税体制改革，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财政收支情况较好。 

（一）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

算 934071 万元。1-6 月份完成 531952 万元，为预算的 56.9%，

增长 8.2%。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1837624 万元，

执行中加上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等，支出预算调整

为 1997404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1233478 万元，为调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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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61.8%，增长 14.8%。 

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2019 年市级（含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城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

初预算 454328 万元，1-6 月份完成 233800 万元，为预算的 51.5%，

增长 0.7%。批准的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 752029 万元，

执行中加上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补助县区等支出，

支出预算调整为 742810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379809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51.1%，增长 15.2%。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19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

734776 万元，1-6 月份完成 326180 万元，为预算的 44.4%，增

长 2.1 倍。批准的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预算 808990 万元，执行

中加上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977336万元，1-6月份实际完成 34655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35.5%，

增长 1.1 倍。 

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年

初预算为 515650 万元，1-6 月份完成 199059 万元，为预算的

38.6%，增长 2.4 倍。批准的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557151 万

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补助增加、安排政府债券支出、补助县区等

支出，支出预算调整为 601983 万元，1-6 月份完成 219467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36.5%，增长 1.6 倍。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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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37946 万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出预算总计 37946

万元。按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计收缴进度，大部分收入将在下

半年实现。 

县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和执行数为零，市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及执行情况即为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执行情况。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汇总各级人大批准的 2019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初预

算 781626 万元，1-6 月份完成 349938 万元，为预算的 44.8%，

增长 30.3%；批准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年初预算 715581 万元，

1-6 月份完成 326118 万元，为预算的 45.6%，增长 19%。 

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初预

算 555324 万元，1-6 月份完成 250235 万元，为预算的 45.1%，

增长 43.6%；批准的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年初预算 515612 万

元，1-6 月份完成 240317 万元，为预算的 46.6%，增长 18%。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上半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财政收入增

速总体平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2%，比全省平均增幅

高出 1.9 个百分点，增速总体平稳。二是财政收入质量总体较好。

全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3.3%，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出 2.9 个百分点，在全省排第 4 位，财政收入质量总体较好。三

是财政收支进度总体较快。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别完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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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6.9%和 61.8%，分别超过时间进度 6.9 个和 11.8 个百分点，超

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预期目标。四是重点支出保障有力。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

与传媒、住房保障、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和城乡社区事

务合计 90.7 亿元，增长 14.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3.5%。 

（三）上半年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在狠抓财政收支管理、保证财政预算执行的同时，按照市委

和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要求，上半年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全力争取和统筹资金支持发

展。认真研究政策，强化沟通对接，上半年全市争取和统筹资金

142.2 亿元，为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其中：

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 85.5 亿元；统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

营收益、盘活存量资金等 19 亿元；争取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31.6

亿元，较上年增加 7.6 亿元，增长 31.7%；争取再融资债券规模

5.9 亿元；通过综合治税查补追缴各类税收 1.5 亿元，为落实上

级重大决策部署、保障全市重点项目和民生支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二是切实抓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密切关注上级政策变化，

主动研究减税降费有关政策和问题，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和普及，

做好相关数据测算，认真开展减税降费实施效果督查，上半年为

全市企业和个人减免税收 6.6 亿元，确保了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落

实，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三是着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

新。落实各项优惠奖励政策资金、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普



 —12— 

惠金融发展、市长质量奖等资金 4570 万元，支持重点企业发展，

推动转型升级。将科技投入作为重点支出进行保障，投入科技专

项资金 2000 万元，支持启动市级重大科技专项，认真落实科技

奖励政策，逐步建立普惠性后补助支持方式为主的社会研发投入

引导机制；投入资金 446 万元，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四是

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发挥产业基金效用，上半年小微企

业发展基金累计帮助 230 余家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21.8 亿元，企

业信贷周转金累计办理周转基金贷款 42.3 亿元，有力缓解企业

融资困难。认真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提高中小

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能力。投入创业担保贴息 109 万元，扶持

小微企业发展和个人自主创业。五是规范推广 PPP 模式。公开

征集 PPP 专家，规范 PPP 模式内部运行流程，加强 PPP 综合信

息平台管理，实行项目全流程监管，确保项目规范运作、规范实

施。上半年，我市新增 2 个项目进入省 PPP 项目库储备清单，

截至目前，全市入库 PPP 项目 20 个，投资总额约 206 亿元，其

中纳入省财政厅储备清单项目 8 个、管理库 12 个。纳入省管理

库的项目有 2 个被列为财政部示范项目。六是健全完善土地储备

新机制。修订完善已经到期的《土地储备资金保障和调整土地出

让收入分配机制》，草拟《漯河市储备土地出让收入清算办法》，

进一步规范土地储备资金筹措、土地收入分配和土地收入清算管

理，上半年实现土地收入 26 亿元，预计全年可达到 50 亿元，较

上年增长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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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将隐性债务纳入政府隐性债务监测系统实行动态监控，

建立健全目标考核机制，实行问责机制及定期报送制度，督促督

导有效化解存量债务，加强隐性债务管理。二是支持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筹措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1.5 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强力助推产业扶贫。充分发挥财

政系统内部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正式启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

强化扶贫资金支出与管理使用，上半年，全市扶贫资金支出 1.3

亿元，进度 71.7%，远超时间进度，居全省第三位。在省级财政

扶贫资金绩效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获奖励资金 850 万元。三是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筹措投入环保专项资金 8730 万元，

推动燃煤锅炉拆改、生态保护体系建设等工作，保障城市雾森系

统、空气水质自动监测站等运行维护，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加大湿

地保护资金投入，推动全市环境持续改善。 

3、着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加快发展公平优质教育。

筹措投入资金 5 亿元，加快市区中小学建设，推动解决大班额问

题，保障“两免一补”、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扶困助学政策

等落实。出台职业教育发展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市区新建中

小学实施以奖代补，规范教育资金管理。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体系建设。筹措投入 4.9 亿元，为全市 6 万多名 80 岁以上老人

发放高龄津贴，支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从月人均 100 元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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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元；筹措投入 1.7 亿元，落实城乡困难群众生活补贴。做好

涉军群体生活费测算和资金拨付工作，落实涉军维稳。三是推动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筹备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 亿元，支持市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投入资金 10.2 亿元，将基本医疗补助、基本卫

生服务人均月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30 元、5 元，保障城乡医疗救

助水平；筹措投入 1904 万元，保障孕妇和新生儿免费筛查、两

癌筛查、残疾儿童康复工作，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四是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投入力度。落实资金 1531

万元，推动我市舞台艺术送基层、戏曲进校园、汽车越野车大赛

等一系列惠民活动开展，支持打造许慎文化等品牌，保障图书馆、

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推动我市文艺精品创作。五

是提前完成“僵尸企业”处置后续工作。积极推进省定 7 家“僵

尸企业”处置后续工作，重点对“僵尸企业”破产清算中存在的

资产处置、改革成本等问题进行明确，扫清“僵尸企业”处置的

最大障碍，7 家省定“僵尸企业”提前一个月破产终结，完成省

定目标任务。积极处置省属企业---郑煤集团临颍颍青化工公司存

在的资产变现难、职工安置难等问题，推动该企业完成破产终结。 

4、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一是强化预算管理工作。修订

完善《漯河市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与激励办法》，促进财政管

理水平提高。严格一般性支出管理，压缩市本级一般性支出预算

15.8%，压减“三公”经费预算11.7%，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扎

实推进预决算公开，除涉密信息和涉密部门外，全市各级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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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公开了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二是全面启动预算绩效管理。

制定《漯河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草拟《漯河市市级

预算项目政策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等5个规范性文件，全面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2019年，要求单位全面设立预算整体绩效目

标和项目绩效目标，要求部门绩效项目覆盖整个部门项目支出的

1/3，且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等重大事项应作为部门绩效

评价项目。三是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市本级国库集中支付实

现全流程电子化覆盖，稳步推进县区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常态化“三公”经费月报制度，构建“单位”、“资

金”两个“全覆盖”的“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监测体系，在

全省率先实现“三公”经费网络化统计报送系统上线运行。四是

抓好重点财政管理工作。先后开展财政内部审计、“一卡通”专

项治理、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专项督查等工作，严肃财经纪律，服

务中心工作。规范政府采购流程，完善投资评审机制，上半年通

过政府采购节约财政资金2548万元，节约率8%；通过投资评审

节约财政资金1.7亿元，审减率7.3%。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

租管理，市级出租收入数额从326万元增长到3993万元，增长11

倍多，工作成效向各县区推广。 

5、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强化城市基础能力建设。

统筹下达财政性资金 14.7 亿元，推动沙河航运漯平通航工程、

S238 常付线、S323 鹿方线、北舞渡沙河大桥等干线公路和航运

工程建设，加大市政道路、雨污分流、园林绿化、市政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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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投入力度，支持百城提质建设和城市“双修”工程，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二是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投入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水利发展及防汛抗旱补助资金 3.6 亿元，支持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及时下达农业生产发展、动物防疫补助、双汇产

业化、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奖补等资金 1.0 亿元，调动农业生产

积极性。筹措投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产粮大县补助奖励等

补贴资金 1.8 亿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投入资金 4203 万元，

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美丽乡村 30 个、

美丽乡村示范县 2 个。投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 2995 万元，

支村级道路硬化、排水排污设施、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

容村貌。积极为我市争取到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村 39

个，市级投入 1200 万元，支持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三、下一阶段财政重点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局，按照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围绕中心、

突出主线、把握重点、守住底线，稳中求进推动经济发展，加力

提效落实好积极财政政策，确保财政各项重点工作圆满完成。重

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严格执行降低增值

税税率、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退还新增留抵税额等增值税减税

降费政策，以及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落实好清理规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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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策。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着力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进一步规范国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压减

一般性支出，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做好政策研究和市场调研，

及时完善政策、改进服务，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二）强化收入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定期深入双汇、烟厂等

重点企业调查研究，及时跟踪、分析、研判企业经营形势及纳税

情况，挖掘财政增收潜力。配合税务部门依法征税、依率计征，

努力克服复杂经济形势对财政增收带来的影响，确保完成财政收

入任务，提高财政收入质量。牵头做好综合治税工作，加强协调

联动，强化涉税信息收集和应用，开展行业税收专项治理，防止

税收流失。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加强财政票据管理，强化源头管

控，确保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三）加强重点领域支出保障。继续统筹资金支持打好三大

攻坚战，针对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攻坚。调整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项

目需求，加紧谋划明年新增债券项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向重点

领域倾斜，通过支持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百城提质、乡村振兴

等重点领域发展，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坚

决兜牢兜紧 “三保”底线，保障群众切身利益。促进做好重点

群体就业工作，落实好养老、医疗、低保、优抚等提标补助政策，

不断补齐民生短板。 

（四）提高预算执行能力和水平。加强收入预算执行分析研

判，及时有效应对。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格临时预算审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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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部门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提高年初预算资金分配下达速度和拨

付效率，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及时性均衡性有效性。抓紧建立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削减低效无效支出，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五）落实好财政重点改革任务。密切关注中央与地方收入

划分改革。继续督促推进县区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继续加

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力度。严格落实预决算公开相关规定，持续提升预算透明度。做

好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推进投

融资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整改审计查出问题，进一步强化预算执

行和财政支出管理与监督。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抓好重大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措施落实，

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

次会议审议意见，继续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2019 年财政改

革发展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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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1） 

    2、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2） 

    3、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3） 

    4、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余、结转情况表（4） 

    5、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5） 

    6、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6） 

    7、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7） 

    8、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明细表（8） 

    9、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余、结转情况表（9） 

10、2018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分 

类）（10） 

11、2018 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11） 

12、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表（分 

项目）（12） 

13、2018 年市对县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 

算表（13） 

    14、2018 年政府一般债券发行和还本付息情况表（14） 

    15、2018 年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15） 

    16、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总表（16） 

    17、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17） 

18、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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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总表（19） 

20、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20） 

    21、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21） 

    22、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明细表（22） 

    23、2018 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决算表（23） 

24、2018 年市对县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决算表（24） 

    25、2018 年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还本付息情况表（25） 

    26、2018 年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26） 

    27、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总表（27） 

    28、2018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总表（28） 

    29、2018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明细表（29） 

    30、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决算表（30） 

    31、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表（31） 

    32、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总表（32） 

    33、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总表（33） 

    34、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表（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