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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受区政府的委托，现将 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年

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请区政协

委员和各位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500 万元，为年度预算

的 103.4%，同比增加 3951万元，增长 9.5%。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41000 万元，同比增加 3948 万元，增长 10.7%；非税收入完

成 4500万元，同比增加 3 万元，增长 0.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62211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6142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3768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838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3576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761 万元，上年结余 4154万元，

总收入为 12020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6233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加 79万元，增长 0.1%。其中，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7504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16078 万元，教育

支出 13938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587 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 467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3279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741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37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174万元，总支出为 120202 万元。全地区实现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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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减少 14万元，下降 100%,

下降的原因是我区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涉及我区的基金

收入项目全部取消。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855 万元，上年

结余 212 万元，总收入为 206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067万元，同比增加 436 万元，增加 26.7％。收支平衡。 

（二）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3050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1%，

同比增加 1405万元，增长 4.4%，其中：税收收入 28550万元，

增长 5.2％；非税收入 4500万元，增长 0.1％。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 62211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6557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3576 万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694万元，上年结余 4154 万元，总

收入为 11224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73577 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加 4829 万元，增长 7％。加上补助下级

支出 618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741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37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682万元，总支出为 112242万元。

区本级实现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执行情况 

2018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减少 14 万元，下降

100%。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855万元，上年结余 212 万元，

总收入为 206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052 万元，加上

补助下级支出 15万元，总支出为 2067万元。收支平衡。 

（三）债券转贷和还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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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收到上级拨付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3576 万元，其中:

新增债券资金 200 万元,用于振安高中建设项目；置换债券资金

3376万元，用于偿还 2018年到期的债券本金。 

（四）2018 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第一、实事求是组织收入，全力抓好增收节支。 

1.加大组织收入力度，强化收入征管。2018 年全区狠抓收

入质量和进度，确保人代会批准的年度收入计划顺利完成。一是

协调税务部门，借国地税合并契机，精准掌握税源底数，强化税

收征管，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努力实现应收尽收。二是加强

非税收入管理，增加财政可支配财力。三是加强镇街收入考核，

调动镇街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促使镇街努力完成收入任务。 

2.努力向上争取资金，保障民生及重大项目支出。2018 年

预计向上争取转移支付资金 4.6亿元，极大地保障了民生支出以

及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的顺利实施。 

3.大力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18 年盘活各

类财政存量资金 5585 万元，统筹用于民生支出，有效缓解了民

生支出压力。 

4.全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支出保障顺序。一是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差旅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确保“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二是面对“三保支出”巨大压力，多方筹措资金保

障了工资、基本民生和基本运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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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断打造民生财政，落实各项惠民政策。 

5.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筹集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为全区

学校累计拨付公用经费 704 万元。落实教育资助政策，投入 30

万元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和儿童接受教育。支持义务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筹措资金 700 万元为我区三所学校建设标准塑胶操场，拨

付资金 550万元专项用于购置教育教学仪器设备，筹措资金 3200

万元用于五纬小学教学楼异地新建项目，极大提升了我区办学水

平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6.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一是筹集新农合资金 6176 万元，

将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报销比例提高到 75%左右，全区共有

10 万人次享受到了农村合作医疗补助。二是进一步落实基层医

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政策，筹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 969 万

元，保证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7.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切实保障低收入家庭生活，努力

做到应保尽保，为 6 万人次发放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2300

万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达到每月 600元，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达到每月 363元。二是实施城乡医疗救助政策，

为 5832 名符合条件对象实施医疗救助，发放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350 万元。三是全面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拨付 600万元用于

社保补贴支出；拨付 700 万元用于公益性岗位补贴支出，安置

527 名公益性岗位人员。四是全面落实优待安置和抚恤政策，预

计全年拨付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优抚金 6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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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一是稳步推进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全年到位上级财政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金

2471 万元，已完成土地治理项目治理任务 1.4 万亩，完成总投

资 1821 万元。二是不断加大支农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全年累

计拨付农林水利专项资金 5157 万元。三是积极开展农村公益事

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道路建设工作，实施屯堡路建设项目

51 个，共修建农村屯堡道路 44 公里，总投资 1060 万元。四是

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建设项目 3个，争取资金 150 万元。

五是投入村级组织运转资金 480万元，有力的促进了村级组织的

正常运转，保证农村地区的安全稳定。六是积极落实国家统筹玉

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玉米和大豆实际种植者给予补贴，

补贴面积 8.13万亩，涉及农户 18850 户，农民享受补贴资金 751

万元。 

9.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一是向上争取专项资金 8000 万

元，为九连城镇爱河大街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二是积极向

上争取和筹集资金，为推进马市岛排污项目、二号干线污水管网

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三是累计投入资金 3800 余万元，保证

同兴镇、汤山城镇、金矿街道办事处等地的集中供水工程顺利实

施。四是努力推进兴边富民项目建设，共向上申报中央发改项目

6 项，预计争取到位上级专项资金 1215 万元。五是继续推进棚

户区改造项目，争取到位五龙背毛绢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国开行贷

款 0.51亿元，振山北棚户区改造项目国开行贷款 1.67亿元，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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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棚户区居民能够早日安置完成。 

第三、不断深化财政改革，财政管理更加规范透明。 

10.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开展。根据省委省政府

的统一部署，按照“核定收支、分灶吃饭、保障重点、超收返还”

的原则，出台了《振安区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实施实施方案》，

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充分调动了乡镇当家理财、发展经

济、组织收入的积极性。2018 年全区 5 个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计完成 12450 万元，同比增加 2546 万元，增长 25.7%，超过

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平均增幅。 

11.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全面加强。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对全区国有资产实行动态管理，将财务管理、实物管理、政府

采购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了对资产的全面管理。组织做好事业

单位改革中资产清查、资产核实、资产评估、资产划转等相关工

作，有序推进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工作。 

12.政府采购制度得到全面落实。认真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做好政府采购审批工作，全年累计完成政府采

购审批项目 67 次，完成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11266 万元，累计实

现政府采购金额 10498万元，节约采购资金 768万元，节约率为

6.8%。 

13.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有序开展。2018 年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原则对部分镇街、部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不断

强化部门资金监管机制，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国库收付中

心在办理支付业务时，对不符合预算规定的业务拒绝支付，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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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了预算的严肃性。全年共拒付不合理支出 20 笔，拒付金额

234 万元。 

14.财政投资项目评审工作不断完善。2018 年进一步规范了

区财政投资项目工程造价评审程序，加大了工程招标控制价审核

工作力度。区财政投资审核中心共审理项目 209 个，审减率达

15.3%。 

15.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一是打造绩效财政，进一步探

索建立用绩效结果引导资金分配模式，不断完善绩效评价办法、

不断扩大评价范围、不断提高评价质量，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益。二是继续打造全口径财政，深入推进预算改革，进一步

增强政府预算的完整性、科学性，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制

度，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结转资金统筹使用力度。三是继

续打造阳光财政，积极稳妥做好财政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增强

预决算信息及各项财税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切

实提高财政管理各项工作的透明度。 

各位代表，2018 年我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有序，财政管理

向规范化、精细化、绩效化、更加透明化不断迈进，财政支出绩

效水平不断提高。 

二、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9 年我区财政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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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党委政府的具体要求，根据《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等有关规定，增强预算法制意

识，继续坚持打造“民生财政、发展财政、绩效财政”。紧紧依

靠党的领导，从提高依法理财、科学理财能力入手，扎实落实各

级党委政府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完善

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入手，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健全财政体制、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紧紧守住财政风险底线，从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入手，实现财政运

行安全规范高效。 

（一）全区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排 48230万元，增长 6％，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24088万元（不含专项转移支付），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847 万元，总收入为 7316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49491万元（不含专项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3674 万元，

总支出为 73165万元，收支平衡。 

（二）区本级预算收支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排 35231万元，增长 6.6％，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 24088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6557 万元，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847万元，总收入为 6672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拟安排 44612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2111 万元，总支出为

66723万元，收支平衡。 

（三）2019 年财政工作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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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财政收入管理，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2019 年要继续加强税源涵养，充分利用好沿边地区优惠政

策，重点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增强收入的可持续性。严格落实小

微企业、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残疾人就业、软件企业等减税降费

政策，全面清理涉企收费，杜绝乱收费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树立良好的营商环境。要继续强化收入征管。巩固税源清查工作

成果，坚决堵住跑冒滴漏；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努力做到应收尽

收，严查坐收坐支行为；继续加强收入考核，调动镇街组织收入

的积极性。 

2.强化支出管理，保障财政平稳运行。 

2019 年在支出管理上要全面贯彻落实《预算法》及上级预

算管理相关文件要求，按照“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先生活、

后生产”，“保工资、保养老、保基本民生、保运转”的原则，

严格支出保障顺序，进一步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向上争取资金，保障我

区工资、基本民生、基本运转以及重大项目支出。 

3.继续深化财政改革，提高支出绩效水平。 

2019 年要从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着手，加大力度推进财

政预算绩效管理，不断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和评价指标体系，

逐步建立用绩效结果引导资金分配的绩效财政模式，切实提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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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金使用效益。 

4.重点保障基本民生，巩固民生成果。 

2019 年要继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巩固义务教育成果，确

保各项教育资助政策和减免费政策全面落实；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力度，落实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政策；继续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保障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全面落实

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落实各项惠农补贴

政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5.严控新增债务，防范债务风险。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依托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通

过信息监测、定期评估、动态预警等方式，强化债务评估和预警

在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中的管控作用，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各

类债务存量。创新理念多措并举化解政府债务，按时偿还当年到

期的债务本息，统筹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本

息，防止出现还本付息违约风险事件的发生。 

各位代表，2019年我区财政工作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我

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指导下，开

拓创新，稳中求进，以坚定的信心和饱满的热情，踏上财政事业

新的征程，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