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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及1至10月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0年11月26日在苍溪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苍溪县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关于苍溪县 2019 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预算执行过

程中，由于省市增加转移支付补助、省转贷地方政府债券以及上

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等因素影响，财政收支预算出现部分变动，

需要对 2020 年财政收支预算进行调整。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

向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报告 2020 年财政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1 至 10 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上级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等情况，请予审查。 

一、预算调整变动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未

发生变动，仍为 64100 万元。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343256 万元，加上省财政新增下达的专项转

移支付补助 2029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119629 万元、新增

一般债券资金 5200 万元、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4210 万元、动

用上年结余 2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2 万元，扣除新增

的上解 2020 年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 14720 万元，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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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有关规定支出预算拟调整为 478064 万元。 

省新增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20294 万元，主要包括：教育支

出 256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604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120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1161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773 万元、农林水支出

10471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3021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支出 610 万

元、自然资源支出 763 万元、灾害防治支出等 515 万元。 

省市增加下达的一般转移支付补助 119629 万元，主要包括：

均衡性转移支付149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3995

万元、结算补助 17087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192 万

元、固定数额补助 12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448 万元、贫困

地区转移支付 5459 万元、共同事权财政转移支付 65884 万元、

其他一般转移支付 5403 万元。 

需特别说明事项：本年全县有四项人员性支出，约增加支出

预算 6521 万元，一是在职职工年度目标绩效奖和公务员（参公、

机关工勤）十三月工资，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应纳入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计算，增加 3167 万元；二是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

行后，我县享受副县级、副科级待遇人员公务交通补贴分别由每

月 650 元、500 元调整为 1040 元、650 元，从组织人社部门批准

享受级别次月起执行，2020 年约增加 305 万元，以后年度据实纳

入预算；三是兑现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底部分退休人员

一次性退休补贴（主要是部分教师退休提高 10%，独生子女、省

部级劳模退休提高 5%等，由原退休后按月兑现调整为一次性兑现

240 个月），2020 年约增加 1464 万元；四是全县 2019 年目标绩

效奖提高 5%，约增加 1585 万元。 



— 3 —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67700 万

元，受宏观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房地产市场低迷，成交

地块少，拟将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调减 15000 万元，调整为 52700

万元；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90058

万元，加上省市增加下达的转移支付补助 450 万元，因收入减少相

应调减支出15000万元，支出预算变动为75508万元，在此基础上，

加上新增的专项债券资金58000 万元和抗疫特别国债12000 万元，

预算支出拟调整为145508万元。 

省市增加下达的转移支付补助 450 万元，主要包括：中央和

省级彩票公益金 200 万元、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 115 万元、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77 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34 万元、

旅游发展基金 21 万元、体育发展资金 3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未发生

变动，仍为 135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未发生变动，仍

为 945 万元（不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05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调高、财政补贴收入增加等

因素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增加647万元，由县十七届人大

五次会议批准的35845 万元调整为36492 万元；受居保养老金发放

标准调整等因素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增加 2052 万元，由

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8296 万元调整为30348 万元。 

以上 2020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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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至 10 月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 至 10 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5846 万元，为预算

的 87.1%，同比增长 12.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10530 万元，

为预算（含 5 至 10 月省市新增下达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的 85.8%，同比下降 5.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 至 10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6686 万元，为预算的39.4%；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28071 万元，为预算（含5至 10月省市新增

下达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和抗疫特别国债）的79.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至10月，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183万元，为预算的13.6%；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 511 万元，为预算的 54.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进度偏

慢，主要是县属国有企业按惯例在 12 月份上缴利润收入。下一

步，将重点督促县属国有企业及时上缴利润收入。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 至 10 月，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7590 万元，为预算的

104.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24403 万元，为预算的 86.2%。 

三、地方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一）债务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我县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 969007 万元，

其中：系统内债务632868 万元（一般债务410810 万元，专项债务

222058 万元）；财政部债务监测平台隐性债务余额 3361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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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全省 2019 年法定政府债务风

险评估测算结果显示，我县债务率为 99%，比上年下降 70 个百分

点，风险等级为绿色，债务风险控制良好。 

（二）债券转贷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省财政厅转贷我县地方政府债券 196479

万元，其中：借新还旧 87379 万元、新增债券 97100 万元、抗疫

特别国债 12000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 5200 万元拟用于东溪小学

等七所学校附设幼儿园建设，新增专项债券 91900 万元拟用于县

人民医院医养综合体建设等 22 个项目，新增抗疫特别国债按上

级要求专项用于抗疫相关支出 1215 万元、卫健系统抗疫能力提

升 8400 万元、高标准农田 2385 万元。截至 10 月底，债券资金

共实现支付 53819 万元，支付进度为 49%（见附表 5）。 

（三）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0 年，我县共需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122283 万元，其中本

金 89880 万元、利息 32403 万元。还本付息方式为：本金采用借

新还旧债券 87379 万元、政府性基金安排 2501 万元；一般债券

利息 16517 万元和平台公司政府投资项目利息 10282 万元只能由

财政国库或平台公司垫付，暂无资金来源；专项债券利息 5604

万元拟纳入本年度政府性基金安排偿还。截至 10 月底，我县还

有本息 12560 万元未偿付外，其余 109723 万元已按要求偿还。 

（四）债务限额情况 

2019 年，县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569338

万元，2019 年 12 月，省财政厅核减我县易地扶贫搬迁债务限额

54 万元，至 2019 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5692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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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538269 万元。截至 10 月底，我县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为 632868 万元，比上年新增 94599 万元，包括：

省财政厅下达新增债务 97100 万元，扣减偿还债务 2501 万元。

鉴于目前省财政厅尚未核定我县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建

议随后按省财政厅核定的具体额度报县人大常委会审批。 

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 

根据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有关规定，县财政局、县扶贫开发局

会同县级相关部门，对 2020 年 1 至 10 月上级安排我县相关资金

进行整合并报脱贫攻坚指挥部、政府常务会、县委常委会审核和

省脱贫攻坚指挥部、省财政厅备案。截至目前，按照上级整合清

单任务，可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规模 89831.22 万元，纳入整合

72600.44 万元，整合比例 80.82%，高于上级要求的考核比例 80%

以上。 

整合资金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7944 万元、省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9458 万元、涉农项目资金 55198.44 万元。整合资

金用途包括：交通道路17881 万元、水利设施22437 万元、危房改

造 3984.05 万元、农业基础设施 4894.8 万元、农业产业发展

22753.59 万元、雨露计划650万。 

未纳入整合资金共 17230.78 万元，主要是上级下达必须完成

的约束性任务部分（经财政部门与业务部门对接省市同意且不影响

后续项目资金争取），包括:通乡道路建设 6520.6 万元、非贫困户

林业生态养护 1753.88 万元、农村环境整治 1323 万元、非贫困户

危房改造1573.8 万元、约束性产业奖补1717.5 万元、小型水库与

安全饮水维修养护1050 万元、产粮大县奖励2692 万元、美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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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600万元（见附表 6）。 

五、直达资金分配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0 月，省财政厅下达我县直达资金 88879 万元，

已于 2020 年 8 月底前全部分配下达到相关预算单位。截至 10 月

底，直达资金已支出 74481 万元，支付进度为 83.8%，其中，正

常直达资金 15538 万元，已支付 15131 万元，支付进度为 97.4%；

抗疫特别国债 12000 万元，已支付 5694 万元，支付进度为 47.4%；

特殊直达资金24645万元，已支付20355万元，支付进度为82.6%；

参照直达资金 36696 万元，已支付 33301 万元，支付进度为 90.8%

（见附表 7）。 

六、今年后期重点工作 

（一）全力组织财政收入。一是县税务局牵头，完成税收及

非税收入 51470 万元。二是县财政局牵头，完成非税收入 12630

万元。三是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完成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减挂钩指

标转让收入 50000 万元和配套费 2000 万元。四是县国资事务中

心牵头，完成行政单位闲置资产处置收入 1000 万元和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 1350 万元。五是县人社局牵头，完成社保基金预

算收入 36492 万元。 

（二）足额保障“三保”支出。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作为当前财政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坚持“三

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在预算安排和库款拨付等方

面优先保障，确保全年三保支出及时足额兑现到位。 

（三）加强政府债务管控。及时足额筹集资金，确保 2020

年下欠本息 12560 万元按时偿还，切实维护政府信誉。严控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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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增量，有序稳妥化解存量，全面完成年度化解任务 5.56 亿

元。县乡两级政府性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在省政府核定、县人大批

准的限额内，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四）做好项目资金争取。紧紧抓住今年最后有效时间和政

策机遇，力争全年完成 56.7 亿元的争资目标任务。提前谋划 2021

年项目资金争取工作，加紧包装、储备一批切合苍溪实际的大项

目、好项目，确保 2021 年一季度“开门红”。 

（五）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多渠道筹集资金，巩固高质量

脱贫成果，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健全投入与考核机制，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财政库款运行动态监测

机制，加大违规举债问责力度，打赢风险防控攻坚战。 

（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

关键点和突破口,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

算管理全过程，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追责”的财政资金绩

效管理新机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