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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县九届人大四次 

 
峨边彝族自治县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9年 1月 22日在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受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自治县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审查，并请自治县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在自治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自治县人大和政协的

监督支持下，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市系列会议精神，

按照自治县委八届五次、六次全会的总体部署，强化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财理念，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坚定不移贯彻“14475”

发展战略，紧紧围绕“1234”年度攻坚目标，落实各项财政政策，

深化财政改革，狠抓增收节支，严格依法理财，全县预算执行情

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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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34233 万

元，同口径增长 12.33%。其中：税收收入实现 22605 万元，税占

比 66.03%；非税收入实现 11628 万元。 

支出保障有力有序。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 214330    

万元，其中：民生支出实现 160748 万元，民生支出占比为 75%，

民生支出占比持续增长。 

收支预算实现平衡。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233 万元，加

上转移性收入 130803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6640 万元、上年结

转收入 14122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64 万

元，收入总计为 225962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4330 万元、上解支出 3633 万元、债券转贷支出 7999 万元，收

支实现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实现 35911 万元，加上上

级补助 3281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1830 万元、上年结转 33 万元，

收入总计为 61055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政府性基金支出 38024 万

元、债券转贷支出 1830 万元，专项上解 1037 万元，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 20164 万元，收支实现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大电公司未扭亏为盈，未能实现分红；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款方案未确定，年初预算安排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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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385 万元未能实现。相应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社保基金预算实行按统筹级次编制的规定，我县只办理

未实行省、市统筹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决算工作。2018

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670 万元，支出 1786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88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6233 万元。 

（五）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提交自治县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的部门预算执行

情况良好。基本支出按正常进度执行，项目支出按收入完成情况

及项目执行进度拨付。其中：部门基本支出完成 73234 万元，执

行率 100.00%；项目支出完成 118520 万元，执行率 84.00 %。 

（六）政府债务情况 

2017 年底，全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41454.38 万元，其

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 134714.38 万元，或有债务为 6740

万元。2018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县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85785

万元，在限额内省财政厅下达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 36021 万元，

当年偿还和核销 517.38 万元，省财政厅将易地扶贫搬迁债务 2403

万元调整为省级债务，总计 2018 年增加 33100.62 万元。2018 年

底，我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7455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39055

万元，专项债务 35500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快报统计数据，在与省财政厅办理结算并完成决算审查后，收

支情况将会发生变化，届时再向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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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情况 

2018 年，我县坚持“两保一转”，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支

出序列，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发挥财政统筹保障作用，集中财

力保障重点。 

（一）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围绕 40 个村 5514 人脱贫任务，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安排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85 万元，同

比增长 57.7%；争取到位上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7380 万元，同

比增长 71.55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12131.5 万元，支持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推进通村、通组公路建设，支持彝家

新寨、易地扶贫搬迁、地灾避险搬迁，党群服务中心、乡镇便民

服务中心。壮大“四项扶贫基金”，基金规模达 11462 万元，其中：

教育扶贫救助基金 800 万元，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500 万元，小额

信贷基金 3256 万元，村级产业基金 6906 万元。累计发放教育扶

贫救助基金 639万元、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319万元、小额信贷 8443

万元。 

（二）支持“三农”全面发展。投入资金 19286 万元，支持农

业、林业、水利等项目建设，落实退耕还林、天保工程、农村地

力保护支持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山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支持“三河三带”产业发展，支持农投公司、电商中心、公用品

牌运营协会和农村电商协会、新型经营主体、经纪人队伍“五大新

抓手”建设。建立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 1500 万

元，积极推行“政担银企户”模式。争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资金 1000 万元，积极实施产业强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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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交通建设全面提速。投入资金 20678 万元，加快

“一高一铁”建设，全面完成峨美路一期升级改造工程，加快推进

峨美路二期升级改造工程、五平路、毛杨路、黑竹沟旅游车站建

设，加快东部旅游大通道建设，完成峨美路复线、峨沐路、新红

路、58.9 公里通村公路建设。 

（四）支持绿色发展全面实施。投入资金 30774 万元，支持

工业转型绿色发展，支持升级改造传统产业；支持生态环保、重

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实施城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城区污水管网和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打好水、

大气、土壤、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战役，落实“河长制”，实施官

料河流域系统治理工程、白沙河防洪治理和大渡河五渡堤防新建

工程。 

（五）支持全域旅游全面推进。投入资金 3408 万元，支持

黑竹沟景区修编，第五届旅博会分会场活动成功举办，支持温泉

中心、旅游车站建设。支持东部旅游大通道建设，积极推动大渡

河骑游绿廊区域共建。支持五渡胡坝、大堡九家、新林黄泥等乡

村旅游景观、风貌提升改进工程，常态化推进城乡环境“七大秩

序”整治。 

（六）支持社会事业全面推进。投入资金 12532 万元，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着力补齐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短板；加快民族中学、峨边中学、职教二期工程、新

林中学、宜坪幼儿园等项目建设，开展乡镇中心校达标建设，改

造升级“一村一幼”，全面落实资助教育的各项优惠补助政策。投



 

 - 6 -  

入资金 5715 万元支持健康峨边建设，加快推进县中医医院迁建项

目建设，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达标建设，全面落实医疗卫

生和计划生育的各项优惠政策。投入资金 2013 万元支持文化广播

事业发展，加快“甘嫫阿妞”文化品牌建设，开展 “著名作家峨边

行”系列活动，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

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文化大篷车巡演等文化惠民项目。投入

资金 325 万元支持就业创业，支持脱贫攻坚现场招聘会和送岗下

乡入村活动，向东西劳务协作地输送贫困劳动力，开发农村公益

性岗位。投入资金 7774 万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困难群

众生活救助力度。 

（七）保障社会治理全面推进经费。投入资金 2919 万元支

持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平安峨边

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继续推进雪

亮工程、天网工程建设，支持县、乡、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支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按照《预算法》五十四条规定,在本预算草案未经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前，对各预算单位 2019 年 1 月的人员工资已按实进行

了直发，运转经费参照 2018 年的标准拨付。 

以上本级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同时，各乡镇人民

政府、县级各部门共计 93 个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草案提请本

次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三、落实自治县人大预决算审查意见情况 

2018 年，按照自治县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要求，我们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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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保增收，优化结构保支出，转变方式促发展，强化监管正风

气，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抓好增收节支，持续提升资金统筹能力。财税部门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克服减税降费等不利因素，落实部门协

调联动机制，认真做好税源分析，细化收入征缴措施，依法组织

财政收入，严控税收收入跑、冒、滴、漏，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平稳增长、质量不断提升。加大向上争取力度，争取一般性转

移支付资金 8170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50072 万元，争取地

方政府债券 36021 万元，保障交通、城建基础设施项目、脱贫攻

坚和民生项目。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支出序列，优化支

出结构，严控一般性行政经费，强化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和

公务通讯费等行政经费管理。制定《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

的通知》，强化预算执行，做到“三公经费”只减不增。集中财力

支持“四大会战”，统筹安排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移风易俗、

城乡环境整治等重大政策和重点工作的资金保障。全面推进预决

算信息公开，统一公开时间、格式、内容、模块。 

（二）聚焦脱贫攻坚，持续提升民生保障能力。加大财政扶

贫资金投入，落实 7.26 亿元实施 22 项扶贫专项。统筹用好东西

协作、对口援彝帮扶资金 0.41 亿元。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十项民生工程及 25 件民生实事累

计投入资金 3.94 亿元，财政直发城乡低保等民生资金 4634 万元。

及时下达困难群众、就业创业救助补助资金和医疗卫生、教育、

住房、创文创卫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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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筹资模式，持续提升支持发展能力。充分利用我

县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编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

等项目，支持县属国有平台公司编制项目开展市场化融资，积极

对接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融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做好 PPP 项目入库和项目储备库建设，积极推进投资 100 亿元的

黑竹沟风景名胜区综合开发 PPP 项目。筹备召开乐山市“百企帮

百村”暨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银企融资对接会，促成各

类金融机构向 “百企帮百村”帮扶企业提供授信和贷款支持 34 亿

元，向贫困地区提供授信和贷款支持 178 亿元。 

（四）强化风险意识，持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制定防范化

解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工作方案、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积极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机制。全面实施政府性债务

预算管理，把偿债资金纳入年初预算和中长期规划，落实还本付

息资金来源，确保债务本息按约偿还。全面清理隐性债务，制定

化解计划，明确债务状况、化解目标、偿债安排和工作措施。主

动适应政府性债务管理新要求，坚持限额管理与风险防控相结合，

争取置换债券化解存量债务，在政府债务限额内争取新增政府债

券。2018 年底，全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74555 万元，控制在

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之内。 

（五）严格依法理财，持续提升财政管理能力。坚持依法行

政、规范理财，深化“护根”行动，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规范化水

平。常态化开展查扶贫项目、查项目资金、查脱贫成效“三查”活

动，开展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治理、“一卡通”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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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治理，发出了整改通知 120 份，发出处罚决定书 16 份，收回违

规资金和处罚资金 224.4 万元，督促直发资金 307.76 万元发放到

位。 “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上线运行，扶贫项目资金监管

平台投入使用。提高财政评审质效，评审项目 744 个，送审金额

65573.62 万元，综合审减 5294.57 万元，审减率为 8.07 %。实施

新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组织全县财务人员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

规范预算单位财务管理。 

对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县财政工作的提案、建议以及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的决定决议和建议意见，均进行了认真办理，并认真加

以落实。 

2018 年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收入增长点不多，财力基础较薄弱，主体

税源支撑不足。二是收支矛盾较突出，刚性支出增长较快，脱贫

攻坚、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化解债务等对财力需求明显加

大。三是预算管理还需加强，精细化程度不高，部分单位财务管

理不规范，财务人员业务技能总体不高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

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解决。 

 

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加快实施“十三五”规划、

奋力冲刺“四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脱贫摘

帽决战决胜之年。全县各级各部门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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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为指导，紧扣致力绿色崛起、建设美丽峨边发展主题，坚定不

移地贯彻“14475”发展战略，强力攻坚“1234”年度目标，树牢厉

行节约、过紧日子的思想，从紧编预算、从严控支出，突出“保工

资、保运转、保民生”，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峨边脱贫摘帽、绿色崛起提供坚强的财力支撑。 

一、财政预算草案 

按照《预算法》要求，分别编制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 “四本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 预算收入 126796 万元 

（1）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7000 万元（税收收入 25900

万元，非税收入 11100 万元，税占比 70%），与 2018 年任务数

33650 万元相比，增长 10%。 

（2）上级补助收入 67898 万元。 

返还性收入-976 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45748 万元，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 23126 万元。 

（3）调入收入 21898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调入 2151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385 万元。 

2.支出预算 126796 万元 

按收支平衡的原则，提出如下安排建议： 

（1）基本支出 65569 万元； 

（2）项目支出 612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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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上级专项 23126 万元，对应安排给预算单位；二是一般

债券付息 4600 万元；三是预算单位项目支出 28439 万元，保障必

要的民生支出和项目推进；四是总会计项目支出 5062 万元，分别

为：预备费 1000 万元，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及伙食补助费 438

万元，太阳坪等指挥部运转经费 100 万元，农业保险县级配套 200

万元，专项上解 3324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 

1.预算收入 50594 万元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8939 万元。 

（2）上级下达专项收入 1655 万元。 

2.预算支出 50594 万元 

（1）上级专项 1655 万元，对应安排给预算单位； 

（2）专项债券付息 1500 万元； 

（3）预算单位项目支出 5826 万元，用于保障交通、国土、

文化等部门项目顺利推进； 

（4）总会计项目支出 6600 万元，即：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

费 1800 万元、民族机动金 1000 万元、解决遗留问题经费 500 万

元、工业转型发展引导资金 500 万元、旅游文化发展资金 300 万

元、环境卫生整治费 500 万元，移风易俗工作经费 300 万元、财

政评审费 700 万元、其他支出 1000 万元； 

（5）2018 年绩效和其他支出 13500 万元； 

（6）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1513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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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收入 425 万元 

大电公司分红款 378 万元，水投公司分红款 40 万元，广播

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款 7 万元。 

2.预算支出 425 万元 

安排水投公司支出 40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5 万

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按照社保基金预算实行按统筹级次编制的规定，我县只办理

未实行省、市统筹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工作。

该基金专项用于我县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相关政策编制

进行收支预算编制。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2699 万元，

支出预算为 1924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预算 775 万元，年末滚存结

余预算 7008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安排 

（一）全力保障脱贫攻坚整体摘帽。安排县级扶贫资金 2758

万元，同比增长 32.28%。围绕脱贫摘帽标准，全面补短、全面达

标。实施脱贫奋进奖励计划，抓实“五小到户”工程，支持培训就

业。支持“七大秩序”整治，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攻坚。支持通

乡、通村、通组、连户路以及安全饮水、农网改造和通讯项目全

面建成。支持彝家新寨、易地扶贫搬迁、地灾搬迁、避险解困、

非贫困户住房改造等所有住房建设项目全面完成，支持村级党群

服务中心、文化室、卫生院和卫生室、乡镇中心校和幼儿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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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务中心等全面完成。 

（二）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安排资金 4576 万元，落实退耕

还林、天保工程、农村地力保护支持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带动

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支持“三河三带”产业发展项目落地，支持农

投公司、电商中心、公用品牌运营协会和农村电商协会、新型经

营主体、经纪人队伍建设。支持一事一议奖补、基层组织活动和

公共服务运行、“四好”村创建活动。 

（三）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资金 8140 万元，加快“一

高一铁”建设，全面推进峨美路二期升级改造工程，加快峨马路、

G245 绕城线和马嘶溪大桥、东部旅游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毛杨

路、五平路建设。 

（四）支持绿色转型发展。安排资金 6714 万元，支持工业

转型绿色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发展壮大节能环保、清洁

能源、清洁生产等绿色产业，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支持农业

绿色循环低碳生产，建设 “畜禽—沼—果蔬”循环产业示范园。支

持节能节水、清洁生产、余热余压循环利用等新型技术升级改造。

全面推进污染防治“八大战役”，支持第二水厂、18 个乡镇污水处

理站和 4 个乡镇垃圾处理站建设。开展“绿秀嘉州•多彩峨边”行

动，支持新场至背峰山段、玉林桥至黑竹沟段 60 公里多彩通道建

设。 

（五）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安排资金 1550 万元，支

持发展康养产业，推进太阳坪康养地产城、羊子岩城乡统筹示范

园、马嘶溪、亥子坪、火车南站等物流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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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持旅游发展。安排资金 2780 万元。进行县城总规

修编审批，启动县城控规修编；科学编制乡村振兴“1+7”规划；

推进黑竹沟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的修编；支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创建和国家自然遗产预备名录申报工作；支持五渡、新场、杨村、

黑竹沟等特色小镇以及特色街区、特色村落建设。 

（七）支持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安排资金 4930 万元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持续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积极争取教育中心建设，加快推进职教二期等重点项

目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着力解决“大班额”问题；全面落实资助

教育的各项优惠补助政策；实施教师绩效考核，优化“1+3+N”绩

效考核制度。安排资金 1112 万元支持健康峨边建设，大力推进医

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县中医医院迁建项目建设，全面

落实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的各项优惠政策。安排资金 657 万元支

持文化广播事业发展，支持“乡村记忆”挖掘提升行动和“发现峨

边”系列活动，持续推进中国著名作家、摄影家、画家峨边行活动，

加快星星长寿馆、毛坪山歌馆、县城非遗馆、乐西抗战纪念馆等

文化阵地建设，支持“文化大篷车”下乡、趣味体育运动会、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等群众性文体活动，支持“甘嫫阿妞”文化品牌建设，

推进“甘嫫阿妞”系列文艺创作。安排资金 7176 万元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

抚安置等制度，全覆盖兜住民生保障底线。 

（八）做好社会治理资金保障工作。安排资金 3146 万元支

持构建社会治理格局，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平安峨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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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继续推进雪亮工程、天网工程建设，完

成县、乡、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支持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县创建成果。  

按照《预算法》五十四条规定，在本预算草案未经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前，对于各预算单位 2019 年 1 月的人员工资已按实

进行了直发，对 1 月的运转经费参照 2018 年的标准进行了拨付。

特此说明。 

以上本级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同时，各乡镇人民

政府、县级各部门共计 93 个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草案提请自

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查。 

三、2019年财政重点工作 

为实现今年财政收支预期目标，我们将积极应对挑战，全力

抢抓机遇，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完成收支预算目标。坚持依法理财，依法依规、

有序有力组织收入，支持税务部门创新组织收入的方式。抓好税

源培植，努力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加强重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税源管控，持续提升收入质量。抓住深度贫困县政策机

遇，加强政策项目和预算执行分析，激励各部门加大新项目的包

装争取力度。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从严控制各项支出，提

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突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按照 “过

紧日子”要求，优先保障工资发放。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

关要求，运转性经费要从严从紧编制，从严控制支出，压缩会议

费、培训费、 “三公”经费、维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公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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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费等，节约财政资金保障脱贫攻坚，保障民生和重点支出，

保障财政平稳运行。 

（二）积极支持高质量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建立县属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体系，通过资产注入和授予特许经营

权等努力为县国资公司等县属国有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增强其运

营能力和造血功能，支持县属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项目

融资。围绕 “交通大会战、城乡大统筹、旅游大开发”，统筹调度

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绩效。积极推进黑竹沟景区开发等重点建设

PPP 项目。落实财政金融互动政策，探索组建政府投资基金，贯

彻落实省政府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的实施意见，协调银行降低贷款

利率、担保公司降低担保费率，抓好小额信贷等专项政策落实。 

（三）全力支持整体脱贫摘帽。统筹加大财政投入，支持 22

个扶贫专项年度计划实施，为脱贫任务全面完成提供有力的资金

保障，确保全县实现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摘帽。建立统筹整

合使用涉农资金长效机制，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持续发

挥“四项扶贫基金”效益。做好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

补偿金制度与“政担银企户”模式的政策衔接，积极运用财政补贴、

财政贴息、农业贷款担保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参与脱贫攻

坚和产业发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保障农业农村领域资金

投入，积极探索开展资产收益扶贫试点，促进稳定增收稳定脱贫。

常态化开展查扶贫项目、项目资金、脱贫成效“三查”活动，强化

各类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确保资金安全。 

（四）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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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原则，部门和乡镇围绕本单位职责、行业发展规划，从

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全面

编制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对专项资金以项目实施结果为导

向设置绩效目标指标，体现项目特定用途，反映项目实施产生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绩效评价，建立绩效评价

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对重

大项目实行绩效终身负责制，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机制，推动绩效信息主动公开，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五）全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防风险与促发展并举，

全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积极向上争取一般债和专项债，认

真编制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务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严格

执行隐性债务化解方案，足额落实 2019 年偿债资金，按期还本付

息，确保不发生违约事件。把土地出让、土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入

的实现作为防范风险的重大举措。进一步规范债务管理，做好政

府性债务变动、到期本息情况监测，稳妥化解政府存量债务，遏

制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开展县财政暂付款清理消化“三年攻坚行

动”，分类制定和落实消化暂付款措施。 

（六）持续加强财政财务监管。推进政府预算体系的统筹协

调，加强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统筹平衡，确保财政

资金“一个盘子”。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国有资产报告制度。

创新监管方式，建立财务监管平台，打通财政支付大平台与财务

监管平台数据连接，实现预算编制科学化、执行管理精细化。发

挥“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系统、扶贫项目资金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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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作用，巩固“一卡通”专项治理成果。实施乡镇财政服务能

力三年提升行动计划，发挥乡镇财政职能作用，增强乡镇财政保

障能力。做好新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衔接，加大对财务人

员的培训力度，确保从 2019 年起各预算单位按新的会计制度规定

处理账务。全力支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配合人大依法

开展预算审查监督。 

各位代表：做好 2019 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我们将在自治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下，在自治县政协的支持帮助下，认真贯彻落实本

次大会决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依法理财、科学理财，为全

县整体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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