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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馆陶县 2018 年财政决算

（草案）报告》的议案

县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馆陶县 2018 年财政决算

（草案）报告提交县人大常委会，请予审议。

馆陶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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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

——2019年12月在馆陶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上

馆陶县财政局局长 郝文启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馆陶县 2017 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现在，我县

2018 年财政决算草案已经编制完成。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18 年全县财政决算情况

2018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日益突出的收支矛盾，

全县财税部门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旅游健康强县目标，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全

面加强收支管理，着力优化资金配置，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实现

了收支平衡，推动了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56010 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不含上级专款）年初预算为 114449 万元。经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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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批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 5604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不含上级专款）调整为 124396 万元。

2018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6069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0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不含上级专款）完成 133898 万元。

从平衡情况看，2018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 249171 万元，

其中：县级收入 5606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55196 万元、新增一

般债券收入 16000 万元、置换一般债券收入 9094 万元、上年结转

3775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资金 2869 万元、调入资金 6168

万元。2018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为 239664 万元，其中：

当年支出 23113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770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 546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2 万元，待偿债置换一般

债券结余 3633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9507 万元。

根据《预算法》规定，另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一是关于

上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情况。2017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资金 3775 万元，用于相应结转项目支出。二是关于举借债务情况。

2018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25094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16000

万元，置换一般债券 9094 万元。报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新增债

券用于：寿东村生态谷工程资金 600 万元，南城公园建设项目工程

350 万元，梳妆池公园建设资金 400 万元，奥林匹克公园建设资金

600 万元，艾—黄瓜主题公园建设资金 200 万元，美丽乡村建设资

金 3000 万元，平安路改建及人行道改造工程 340 万元，筑先路人

行道升级改造工程 80 万元，政府街建设工程 550 万元，柴堡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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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污水处理厂污水主管道工程 400 万元，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 840

万元、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工程 300 万元，李河线改建工程

600 万元，轴承创意产业园区企业路道路工程 370 万元，轴承创意

产业园区企业路排水工程 300 万元，寿山寺寿东村道路新建工程资

金 1460 万元，振兴路南北延工程资金 1140 万元，南城公园大门和

人行天桥建设工程 150 万元，滨河南路建设工程 200 万元，文大线

建设资金 1400 万元，309 国道养护改造工程资金 200 万元，临大

公路养护改造工程资金 200 万元，农村公路改建项目 500 万元，农

村公路危桥改造项目 300 万元，吕魏线改建工程 500 万元，西吴线

改建工程 300 万元，粮食危仓老库维修改造项目 200 万元，县城基

础设施建设及城乡道路建设项目 520 万元。三是关于预备费使用情

况。2018 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2100 万元，用于抗洪救灾、安保

维稳、苗圃林场改制等预算执行中难以预见的支出 60 万元。四是

关于超收收入安排情况。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6069 万

元，较年初预算超收 59 万元，按照《预算法》规定，安排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五是关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

2018 年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69 万元，用于解决供销社遗留问

题和职工安置、支持企业发展、退役军人补助及保险等。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40000 万元，支出预算为 40000

万元。报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11 次会议批准，收入预算调整为

36434 万元，支出预算调整为 46087 万元（含新增专项债券 9000



- 5 -

万元）。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6642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57%；支出完成 44894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7.41%。

从平衡情况看，2018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为 46490 万

元，包括：当年县级收入 3664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79 万元、上

年结转收入 169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9000 万元。2018 年县级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为 44894 万元，结转下年 1596 万元。

关于举借债务情况。2018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9000 万元，

报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新增债券用于：馆陶县人民医院病房楼建

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和康复中心建设项目 6000 万元，馆陶县中

医医院胸痛中心项目 3000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55160 万元，完成 57306

万元，占预算的 103.89%；支出预算为 51534 万元，完成 50032 万

元，占预算的 97.08%。

从平衡情况看，2018 年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为 82344 万

元，包括：当年县级收入 57306 万元、上年结余资金 25038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计为 50032 万元，收支相抵后，年末结余 32312

万元。

（四）上级转移支付情况

2018 年上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155196 万元：（1）税收

返还补助 5261 万元，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1400 万元、

所得税基数返还 520 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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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营改增”税收返还 2286 万元。（2）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56260 万元，包括：一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 38 万元、公共安全转

移支付 87 万元、教育转移支付 5964 万元、科学技术转移支付 494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转移支付 37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

付 6333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转移支付 5430 万元、节能环保

转移支付 2886 万元、农林水转移支付 16855 万元、交通运输转移

支付 685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转移支付 3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转移支付 506 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转移支付 8412 万元、住房保

障转移支付 1869 万元、其他收入 128 万元。（3）一般性转移支付

补助 93675 万元，包括：体制补助 253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30579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250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

金 13855 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574 万元、基层司

法转移支付 1231 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7587 万元、基本养老

保险转移支付 6360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11669 万元、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789 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1651 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2318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8008 万元、其

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5986 万元、结算补助 565 万元。

2018 年我县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679 万元，其中：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3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113 万元、农业

土地开发资金 26 万元、旅游发展基金 193 万元、彩票公益金 317

万元。

二、2018 年预算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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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全县财税部门面对经济形势

下行的严峻形势，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加快推进财政改革，强化

预算执行管理，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一）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政策

性减税降费、大气污染治理等因素影响，始终把组织收入作为首要

任务，利用国地税合并契机，协调税务部门依法加强税费征管，深

入推进综合治税，积极开展“增值税增收攻坚”活动，狠抓房地产

建筑领域税费征收，确保了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支持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突破年，加强项目帮扶，促进项目达产达效，增强了发

展后劲，全年实现超千万纳税企业 3 家。

（二）民生投入大幅增加。坚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着力保

障民生需求，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2018 年，全县

公共安全、教育、科技、文化、社保、住房保障、环保、医疗及农

林水等涉及民生支出 18272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05%。

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拨付教育资金 38833 万元，保障了中小学

公用经费支出，支持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学前教育发展，落实了贫

困生资助政策，发放了民办教师教龄补贴等。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全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996 万元，保障了企业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城乡养老、城乡低保、社会救助、优抚安置、就业再就业

等民生支出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五

保人员供养标准。三是推进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支出34185

万元，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争取债券资金 9000 万元、县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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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资金 2000 万元，用于县医院和中医院偿还债务；落实了基本

药物制度、计划生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补助资金；完善了两家

县级医院医保基金预付制度，实现患者出院即时报销结算；支持了

中医药事业发展。四是落实惠农富民政策。发放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3735 万元、农机具购置补贴 1450 万元、棉花种植补贴 153 万元，

促进了农业生产；实施地下水超采项目，落实项目资金 4540 万元；

安排资金 566 万元，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促进了村级公益事业

发展；开展农业保险联办共保，扩大了险种，保费金额 2074 万元，

增强了农民抗风险能力；五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筹集资金 3675

万元，确保了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各项待遇的落实；拨付扫黑除恶

工作经费 400 万元，保障了扫黑除恶工作顺利开展。六是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拨付县城集中供热改造项目补贴资金 1080 万元，实现

小区清洁能源集中供热全覆盖；拨付资金 2389 万元，实施了农村

地区清洁取暖工程。

（三）争资引资实现突破。一是争取财政性资金。紧盯上级政

策走向，加强分析研究，编制争跑资金指南，围绕资金投入重点，

精心谋划储备项目，做到政策、资金、项目、试点一起争。2018

年共到位上级财政性资金 15.52 亿元。二是争取债券资金。加强政

府债务管理，在债务限额内争取更多债券资金。全年争取债券资金

3.41 亿元，其中：置换债券 0.91 亿元，新增债券 2.5 亿元，弥补

了县级财力缺口，缓解了全县财政支出压力。三是引导社会资本。

积极谋划 PPP 项目，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政府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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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2018 年实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

11 项，涉及资金 4957 万元。

（四）城乡发展保障有力。一是推进县城建设。拨付资金 4019

万元，支持县城新区征地及土地储备；投入资金 6530 万元，新建

改建振兴路、粮画大道、英才路、筑先路、平安路、政府街等路网

工程；注入资金 4260 万元，用于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二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对 8 个乡镇及粮画小镇全部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调动了乡镇培植财源、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拨付专项资金

3880 万元，支持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拨付资金 1959 万元，支

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支农发展新模式，出台了《馆陶县

人民政府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实施方案》。三是支持脱

贫攻坚。全年共投入扶贫资金 6182 万元，资金投入、支出进度均

达到省定标准，助推全县脱贫摘帽；安排驻村工作队扶贫工作经费

394 万元，保证了驻村扶贫工作正常运转；加强了扶贫资金信息公

开，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公开透明。

（五）财政管理日益规范。一是深化绩效预算管理改革。突出

绩效导向，精准梳理预算部门职责活动、绩效目标，严格预算项目

审核，为科学安排预算奠定基础。制定了《县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

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对 50 个重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了

绩效评价。二是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做好了政府隐形债务统计化解

工作，制定实施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中长期规划，扎实稳妥处置

存量债务。三是强化财政监督。对扶贫领域资金、民生资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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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等开展了财政专项检查，实现了扶贫领域资金监督检查全

覆盖，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加强财政投资项目评审。全

年累计评审项目 369 个，送审金额 5.93 亿元，审定 4.82 亿元，审

减 1.11 亿元。五是政府采购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共进行各类采

购项目 328 批（次），执行政府采购预算 9998 万元，实际采购 9548

万元，节约资金 450 万元。

三、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中还

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是立县、立产业的项目较少，增收的基础

还不稳固。二是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是部分部门预算意识不强、支出进度缓慢、资金使用绩效不高，

预算理念、绩效理念需要强化。四是财政支持方式单一，对 PPP、

股权投资等方式运用不足，杠杆作用发挥不够等。

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加强预算管理，

认真加以解决。一是强化收入征管，推进综合治税、大力培植财源，

重点抓好房地产建筑领域税费征收工作，开展“增值税增收攻坚年”

行动，提高增值税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二是切实加快支出进度，

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出结构，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三是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

策，抓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进一步拓宽筹融资渠道，用好 PPP、

股权投资等方式，积极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放大财政资金效

果。四是全面贯彻落实《预算法》，健全完善各项制度，推进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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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加大资金监管力度，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

化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当前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做好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坚持依法理财，锐意进取，为全面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旅游健康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馆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