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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19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 11月 27日在白河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白河县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县 2019 年财政决算（草案）报

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19 年全县及县本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2019 年全县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94266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532 万元，同口径增长 6%（税收收入 6536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55%，占比 86.77%）；上级补助收入 220570

万元；调入资金 6254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59910 万元。需要说

明的是，当年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32 万元（税收收入

6536 万元，下降 8.28%；非税收入 996 万元，下降 9.95%），税

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双双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全市委托审

计中介机构清查清收以前年度房地产行业土地增值税，抬高了

上年收入基数，二是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影响当年收入

增长。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93179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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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支出 26905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06%，增长

17.54%（民生支出 22.28 亿元，占比 82.83%）；上解支出 687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7250 万元；年终累计结余 1087 万元。当

年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新增易地扶贫搬迁一般政府债券 3

亿元，当年全部实现支出；二是进一步加大了脱贫攻坚经费投

入力度，为整县脱贫退出提供财力保障；三是加大对镇级经费

保障力度，基层经费保障更加有力。

2019 年，全县“三公经费”支出 1095 万元，较上年减少

59 万元，下降 5.11%，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594

万元，公务接待费 501 万元，全年未发生因公出国（境）经费。

2.2019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6178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性

基金收入 848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6.40%（主要因土地指标

交易政策调整，导致全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大幅减

收）；上级补助收入 1318 万元；专项债券收入 4000 万元；上年

结余 2379 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3498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性

基金支出 933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27.28%；上解支出 300

万元；调出资金 2863 万元;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00 万元。收

支相抵，全县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2680 万元。

3.2019 年全县及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及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37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10.23%；全县及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7 万元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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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4.2019 年全县及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县及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50482 万元。其中：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389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81%；上年

结余 16586 万元。

全县及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0464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103.01%。收支相抵，全县社会保险基金年终累计结余20018

万元。

（二）2019 年县本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2019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91358 万元，其中：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753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20570 万元；调入

资金 6254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59910 万元；上年结余-2908 万

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91528 万元，其中：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4778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31%；上解

支出 687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7250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19612

万元。收支相抵，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累计结余-170 万元

（当年净结余 2738 万元）。

2.2019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5842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

性基金收入 848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6.40%；上级补助收入

1318 万元；专项债券收入 4000 万元；上年结余 2043 万元。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3872 万元，其中：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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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支出 754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23.05%；补助下级支出

2164 万元；上解支出 300 万元；调出资金 2863 万元; 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1000 万元。收支相抵，县本级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1970 万元。

（三）2019 年全县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全县共争取一般债券资金 59910 万元。分配使用情况：一

般债券还本 17250 万元；县移民（脱贫）搬迁工作办公室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 30000 万元，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5994 万元（交通

运输局 5494 万元、构扒镇 500 万元），教育体育和科技局学校

建设项目 900 万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镇两厂（场）及红石

河隧道工程项目 5466 万元，仓上镇天宝农业园区建设项目 300

万元。

全县共争取专项债券资金 4000 万元。分配使用情况：专项

债券还本 1000 万元，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项目 3000 万元。

2019 年末，全县债务限额 180460 万元（一般债务限额

15656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3900 万元），债务余额 151975 万

元（一般债务余额 133475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8500 万元）,

年末全县债务余额未超过限额标准。

二、2019 年财政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1.克难攻坚，财政收支稳中有升。2019 年减税降费政策全

面落实，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制约因素明显，面对不利因素，财

税部门主动作为，强化举措，始终把组织协调收入，加强收入

征管作为首要任务，财政收支迈上新台阶。一是收入质量不断

提升，税收收入占比继续保持 86%以上，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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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政总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地方财政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加

强。

2.优化结构，民生需求保障有力。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全

力保障中省各项民生支出，全年民生支出 22.28 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82.83%，有力保障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需求。

一是全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教育支出达 46403 万元，增长

5.17%。实现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教育扶贫惠农政策

全面落实，特岗教师待遇补差全额兑付，河街小学综合楼、城

关初中框架操场等教育重点项目建设顺利实施。二是持续加大

社会保障和就业经费投入力度，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916

万元，增长 17.49%；筹措财力 1005 万元，补足了 2014 年 10

月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个人职业年金账户利息，做实了已退休

“中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实现个人职业年金账户按时计息，

保障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发放；全年通过“一卡通”兑

付易地移民搬迁、退耕还林、城乡低保等 25 项惠民补贴资金

2.45 亿元，各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全部落实到位。三是全年节

能环保及城乡社区支出 41130 万元，增长 28.12%，足额保障了

农村生活污水综合处理，城镇垃圾、污水集中处置等项目投入，

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四是足

额保证社会事业发展经费投入，防灾减灾、安全生产、扫黑除

恶、传染病防治等社会事业发展工作经费及时保证，为我县稳

定健康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3.凝心聚力，精准高效助推脱贫。一是优先安排县级扶贫

配套资金 2200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2%。二是强化整合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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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优化整合资金拨付流程，严格把握负面清单和整合资金投

向，按需而整，应整尽整。全年整合涉农资金 40001 万元，超

整合计划 7609.52 万元。三是积极推行县镇分级报账制，确保

扶贫资金精准使用和高效运行，“分级报账模式”得到了省财政

厅的高度肯定。四是全面实行扶贫资金“三级两账”监管机制，

对 2017 年以来财政投入的各类扶贫资金 19.64 亿元，建立全口

径监管台账，对扶贫项目资金进行全方位跟踪服务。五是制定

印发《白河县扶贫领域资金全口径监管办法》《白河县财政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扶贫资金监管，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保值增值；会同审计局成立 8 个工作组，对

全县扶贫领域所有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

4.完善监管，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严格执行中央对地方政

府举债融资有关规定，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定《白河县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应急预案》，开展全县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隐性债

务专项清理，督促指导 2018 年审计发现的政府隐性债务存在问

题进行整改，多方筹措资金化解到期政府性债务，全面建立政

府债务月报制，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工作不断加强。

5.多措并举，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一是全力争取上级资金，

全县各部门齐心协力，紧盯上级政策，积极包装申报项目，全

年共争取各类资金 298969 万元。其中：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资金 221888 万元，争取债券资金 63910 万元，争取苏陕协作等

对口帮扶援助资金 10671 万元，盘活存量资金 2500 万元。二是

加大各类资金统筹整合使用，为干部工资、离退休费正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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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养老医疗救助等各项民生政策足额配套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也有力支撑了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搬迁、河街“三

项工程”、永宏生物公司技改等县域重点项目建设。三是倾力保

障自然灾害救助及灾后恢复重建，县财政主动作为，多方争取，

积极筹措资金保障“8.03”重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及恢复重建。

四是拓宽融资渠道，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先后为 18 户企业

提供财信担保贷款政策咨询指导，办理财信担保贷款4730万元；

筹资 300 万元，设立企业出口退税周转资金池。

6.聚焦创新，全面深化财政改革。一是牢固树立政府过“紧

日子”思想，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全县公用经费和业务经

费压减 5%，“三公经费”下降 5.11%，节约资金全部用于脱贫攻

坚领域。二是突出绩效管理理念，实现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全覆

盖，预算执行中坚持先批后用，严格按预算、按程序、按进度

拨付和使用。三是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面推进“财政云”

电子化支付，顺利完成 2020 年部门预算财政云系统编报工作。

四是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实行动

态系统管理，合理调配处置闲置资产，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清理清查，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五是推进采购监管方式创

新，启用全省统一政府采购管理平台，采购审批全流程网上办

理，采购行为更加规范。全年办理政府采购计划备案 917 笔，

采购预算 2.85 亿元，实际采购金额 2.69 亿元，节约资金 1600

万元。六是推进白河县小微企业服务公司和财信担保白河分公

司设立，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防止小微企业因偿

贷而发生资金链断裂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七是积极培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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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新政府会计制度全面贯彻实施。八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监督

检查工作，开展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小金库”专项检查，对 3

个单位实施了会计监督检查，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2019 年，财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财政运行

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

入增长后劲不足；二是收支矛盾突出，各项民生政策县级配套

逐年提高，扶贫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等经济建设要求财政

投入任务越来越重，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三是偿债压力较

大。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应对，在今后工

作中妥善化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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