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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
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

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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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省市系列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等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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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减税降费等因素，依法组织财

政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33727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91.15%，同口径增幅 7.2%，其中：税收收入实现 22886 万元，

为年初预算的 88.36%；非税收入实现 10841 万元，为年初预算

的 97.67%。

支出保障有力有序。严格贯彻“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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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财政保障序列，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发挥财政统筹保障作

用，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实现

230082 万元，民生支出占比为 75%。

收支预算实现平衡。全县当年收入 33727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169027 万元、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4300 万元、债券转贷

收入 3694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84 万元、调入资金 7489 万元，

收入总计为 251567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0082 万元、上解支出 4545 万元、债券还本支出 16940 万元，

收支实现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实现 25381 万元，加上

上级补助 1711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2500 万元，收入总计预计

实现 49592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当年支出 41703 万元、债券还本

支出 500 万元和调出资金 7389 万元支出，收支实现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0 万元，全部调出

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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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720 万元，支出 1767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953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1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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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提交自治县九届人大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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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完成 75126 万元，执行

率 100%；项目支出完成 126983 万元，执行率 82%。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212205 万元，比

2018年底增加41220万元，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227785

万元以内，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0276 万元，余额 154705 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 57509 万元，余额 57500 万元。预计我县地方政府

综合债务率为 68.5%，低于警戒线，全县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是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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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财税政策落实情况和重点支出情况

2019 年，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

企业和个人减负，为实体经济降低成本。下调增值税税率、提高

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减征小规模纳税人地方“六税两附加”、

减征小微企业所得税、调增个税起征点、个税专项扣除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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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减免税款 5356 万元。

（二）全力保障脱贫摘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到位 27390.1

万元，支出进度 96.46%。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2879.29 万元，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支出进度 95.51%。用好东

西协作资金 4300 万元、援彝资金 750 万元。安排农村非贫困户

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 5259 万元。安排对标补短资金 3120 万元。

强化四项基金管理使用，补充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600 万元、教育

扶贫救助基金 500 万元。

（三）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安排资金 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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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资金 1626 万元，积极支持山区现代农

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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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

1675 万元，投放贷款 1155 万元。投入资金 1782 万元，支持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村厕所、垃圾、污水革命。

（四）支持交通建设提速发展。投入资金 4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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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5

绕城线、峨轸路、骑游道、五平路、毛杨路等道路建设。

（五）支持绿色转型发展。安排资金 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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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火烧



― 5 ―

云创新创业园区项目立项审批，完成峨边工业园区 A 区规划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与沙湾区合作共建东西部扶贫协作飞地经济项

目。投入 336 万元支持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保障蓝天保卫

战等八大战役资金。投入 2246 万元推动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建设。投入 2028 万元支持 18 个乡镇污水处理站和 4 个乡镇垃圾

处理站建设资金。

（六）支持文旅发展。投入资金 4380 万元。推进“艺术活

化彝家新寨走进联合国”；乡村旅游开发、旅游扶贫和《幸福小

喇叭》在央视二套《生财有道》栏目报道；大型音乐剧《美神甘

嫫阿妞》在乐山大佛剧院首次公演；举办 2019 年度“感动峨边”

颁奖典礼四场；完成“甘嫫阿妞”文化馆和胡坝村史馆升级提升

工程，完成五渡镇萌萌猪文化馆、田村茶马古道文化馆，推进星

星村长寿馆、毛坪山歌文化馆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

（七）支持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投入资金 11220 万元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改善办学条件，着

力解决“大班额”问题，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落实

资助教育的各项优惠补助政策。投入资金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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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非贫困村卫生

室达标建设，落实妇幼健康行动、自愿免费婚检、贫困白内障患

者复明工程项目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加大艾滋病

等重大疾病防控投入，对产前唐氏筛查的孕妇给予政府补助。全

面落实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的各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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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投入资金 10750 万元。落实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社会救助救济等资金，用于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孤儿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护

理补贴等。落实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农村残疾人扶贫解困、

为贫困残疾人适配辅具、无障碍改造及扶贫对象生活补贴等资

金。

（九）支持社会治理资金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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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县创建

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重点方面的财政投入统计，部分项目存

在归类口径交叉。

三、落实自治县人大预决算审查意见情况

2019 年，按照自治县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要求，我们主

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指导，积极听取吸纳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宝贵

意见，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力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抓好开源节流，推动财政平稳运行。积极应对减税降

费等因素，加强收入征管，坚持“依法依规、应减尽减、应收尽

收”，细化收入征缴措施，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33727 万元，同口径增长 7.2%。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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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到位上级资金 169027 万元，增长 29%；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42000 万元，增长 16.6%，有力地保障了交通、城建基础设施项

目、脱贫攻坚和民生项目。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突出“保

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支

出序列，优先保障工资发放，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配置

效率。运转性经费从严从紧编制，从严控制支出，强化会议费、

培训费、“三公”经费、维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公务用车购

置费等的管控，统筹财政资金保障脱贫攻坚，保障民生和重点支

出。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30082 万元。统筹安排工

业转型、农业发展、教育、卫生健康、移风易俗、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重大政策和重点工作的资金保障。

（二）聚焦重点难点，全力保障脱贫摘帽。围绕全县高质量

脱贫摘帽标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加大财政投入，加强

资金统筹平衡，主攻重点任务，补强短板弱项，实现扶贫项目与

资金精准对接。统筹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确保实现贫困村全

部退出、贫困县摘帽顺利通过考核评估。围绕提升群众满意度认

可度，加大对非贫困村、非贫困户的政策支持，针对户脱贫、村

退出的问题，统筹安排对标补短资金。修订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

金管理办法，落实负责清单，实现因需而整、应整尽整、精准整

合。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力保障改善基本民生，

35 件民生实事累计投入资金 3.02 亿元，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民生占比 75%。及时下达困难群众、就业创业救助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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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卫生、教育、住房、防灾救灾等资金。通过 “一卡通”

平台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项目 55 个、1.41 亿元。

（三）发挥政策效应，转变支持发展方式。落实好税收优惠

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升级。落实降费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清理规

范收费基金项目，完善收费基金目录清单管理。兑现工业绿色转

型发展和山区现代农业奖补政策。举办乐山市金融精准扶贫融资

对接会，签订授信意向协议 1.35 亿元。通过政担银定向激励、

风险分担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落实财金

互动政策 55.7 万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逐步理顺县属国有企

业管理体制。制定加强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重大事项监督管

理、年度目标考核办法、日常监督管理等系列制度办法，初步建

立了县属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框架。引导县属国有企业转型升

级，逐步做实做强，市场化项目融资取得新进展。

（四）强化风险管控，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制定防范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年度工作计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计划和制定防

范化解经济、财政运行风险“1+8”方案、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加强政府债务常态化管理。坚持防风险与促发展并举，

规范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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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全县地方政府性债

务余额 21.22 亿元，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五）严格依法理财，持续加强财政管理。一是全面推进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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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制定财政预算改革工作方案，积极推进预算经济功能科

目分类管理，努力实现财政资金精细管理。制定预算绩效工作推

进方案、绩效管理办法，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绩效评价由一般公共预算拓展至政府性基金预

算，预算单位整体绩效目标首次提交县人大常委会审查。二是开

展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查扶贫项目、查项目资金、查脱贫成效

“三查”活动，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开展违规发放工资奖金

津贴补贴问题专项整治，转发正面负面清单，严格执行“十二条

禁令”。开展涉农保险保费补贴问题专项治理，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督促整改，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开展交通重大项目征拆补偿、

农村非贫困户危旧房改造抽查复核，注重查核结果运用。严肃查

处违反财政纪律行为，发出整改通知 9 份，发出处罚决定书 12

份。三是规范财政评审。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财政投资评审相

关事项的通知》，规范投资评审行为，加快投资评审进度。完成

预算评审项目 709 个，送审金额 71376 万元，综合审减金额 3584

万元，综合审减率为 5.02%；完成结算评审项目 68 个，送审金

额 14008 万元，审减金额 574 万元，综合审减率 4.09%。四是强

化财务管理。探索会计委派试点，向 19 个乡镇和 15 个县级部门

委派了 18 名会计。依托“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平台，全

面推行“村财乡做”，推进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运用财政扶贫

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2019 年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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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一是受经济下行和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县级财政收

入增长动力减弱，增幅明显放缓。二是巩固脱贫成效、生态保护、

城乡人居环境和重点建设项目等领域资金需求增大，财政收支矛

盾仍然比较突出。三是债务还本付息刚性支出不减，财政运行风

险压力较大。四是预算绩效管理进度不一、深度不够，绩效目标

设定不够科学、绩效评价不够规范、绩效结果运用需强化。五是

个别预算单位财经意识淡薄，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

以解决。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

移贯彻“14475”发展战略，紧紧围绕“文旅发展突破年”工作

主线，强力突破“1234”年度新目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做好重点领域保障，

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财政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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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收入 128254 万元。

一是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150 万元（税收收入 24900 万

元，非税收入 11250 万元），自然增幅 7.1%。

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3719 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

付补助收入 52966 万元，有专项用途项目 20753 万元。

三是调入资金收入18385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调入1829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95 万元。

2.预算支出 128254 万元，包括：按标准足额预算基本支出

78400 万元，项目支出 49854 万元。项目支出的安排为：

一是专项用途项目 20753 万元，对应安排给预算单位；

二是一般债券付息资金 5500 万元；

三是预算单位项目支出 21601 万元；

四是总会计项目支出 2000 万元，分别为预备费 1000 万元，

上解支出 100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1.预算收入39989万元，包括土地出让价款收入38090万元、

上级预下达专项收入 1899 万元。

2.预算支出 39989 万元

一是上级专项 1899 万元，对应安排给预算单位；

二是预算单位项目支出 6899 万元；

三是专项债券付息资金 2500 万元；

四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82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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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总会计项目支出 10401 万元，包括：化解债务资金 5000

万元，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1500 万元，机动金 1000 万元，解

决遗留问题 500 万元，工业发展资金 500 万元，农村人居环境等

指挥部经费 400 万元，旅游文化发展资金 300 万元，财评及结算

审核费用 501 万元，农业保险县级配套 200 万元，其他 50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企业利润上解收入 95 万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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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

算为 2800 万元，支出预算为 1781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安排

(一)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安排县级扶贫资金 2760

万元，确保脱贫不减资金。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大力推进金

融扶贫。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全面补短补强，持续实施“五

小到户”工程 ，致力稳定增收，持续开展“三门口”培训。支

持住房安全保障水平提高、新一轮移风易俗三年攻坚计划。

（二）支持城乡统筹发展。安排资金 4409 万元，支持增强

县城配套承载力，规划建设“一城一镇一心两体一圈多巷”；推

进实施“一道四区三镇多村”；持续开展“七大秩序”整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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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水平。

（三）支持旅游做特做强。安排资金 2436 万元，坚持

“1+1+2+N”全域旅游布局，推动以黑竹沟景区为核心引擎、县

城为承接枢纽、特色小镇为活力点缀、魅力村寨为明珠镶嵌的全

城旅游发展；全面推进 5A 级景区创建，提速打造县域产业核心

增长极，加快“一带两翼多区”空间结构打造。

（四）支持乡村振兴。安排资金 4817 万元，持续支持“三

河三带”产业发展，做强大渡河流域“百里桃园”产业示范带、

官料河流域“药-蜂-竹”产业示范带、白沙河流域“桃-李-蔬”

产业示范带；支持乡镇创建现代农业县级园区，支持“2+3”产

业体系的筑牢。

(五)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安排资金 3124 万元，持续改善城

乡人居环境，推进垃圾革命、污水革命；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示范县，全面推进国有林区改革，强化林竹资源开发利用；全面

落实“河（湖）长制”，强化河流秩序整治；强力推进大气、水、

土壤、固废污染防治工作；抓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和保护，

建成投用城区第二水厂。

（六）支持绿色工业发展。安排资金 1023 万元，支持绿色

转型核桃坪老工业园区，高标准建设毛坪、五渡绿色建材产业园，

推进火烧营汽车综合服务产业示范区建设，加快峨犍飞地园和川

淅飞地园建设。认真落实 “工业转型十条”“招商引资十条”两

大支持政策，推动“2+6”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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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资金 6245 万元，支持

高水平、专业化编制交通“十四五”规划；全力保障“一高一铁”

建设；继续推进省道 309 线峨轸路、省道 309 线峨美路二期项目

等续建项目建设；加快建成五平路、毛杨路等县乡道路；新开工

建设国道 245 绕城线二期、马嘶溪大渡河大桥、峨边综合客运枢

纽；支持建成“四好农村路”100 公里、美丽乡村路 50 公里。

（八）支持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安排资金 3148 万元，支持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六个特色教育”

示范创建，建立完善教师绩效考核体系；推进义教均衡发展，确

保高质量通过国家评估验收；着力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城区学校

校点布局，启动太阳坪小学 2 期和城区实验学校等建设，完成平

等中心校教学楼、毛坪小学教学用房、职教 2 期等建设，推进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建设“智慧校园”。安排资金 1236 万元，

支持建设健康峨边，加大紧缺型、专业型人才招引力度，完成县

中医医院迁建，全覆盖落实贫困人口健康体检和“十免四补助”

等健康扶贫政策。安排资金 936 万元，支持文化广播事业发展，

打造“甘嫫阿妞”文化 IP，积极发展文学、动漫、影视、戏剧

等主题文创作品；拓展中国著名作家、书画家、摄影家峨边行系

列活动，建立中国美协、作协、摄协黑竹沟创作基地。安排资金

8632 万元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就业供给侧改革，完善最低

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

推动城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提质扩面，全覆盖兜住民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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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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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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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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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个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草案和 84 个预

算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草案提请本次人民代表大会审查。

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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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攻坚克难。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推进财政平稳运行。一是依法组织增收。加强重点税

源管控，创新组织收入的方式，依法组织增收。加大向上争取政

府债券和专项补助资金工作力度，加大项目包装等前期工作，争

取更多的项目进入发改基建投资计划。积极开展土地征拆、收储

和出让工作，确保实现土地出让预算收入。加大财政资金统筹整

合力度，集中财力办好事业。盘活资源资产，积极组织资源开采

利用和矿权出让，加大县属国企闲置资产处置力度。二是坚持厉

行节约。认真贯彻落实 “三保”要求，足额编制财政供养人员

基本支出预算，尽力保障运转经费。2020 年上半年原则上不对

运转类经费各经济科目进行调剂，执行过程中一般不追加运转支

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通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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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购置费等一般性支出，编外人员和经费“只减不增”。三是坚

持以收定支。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基

本支出和运转支出按月均衡执行，项目支出按轻重缓急程度分月

下达预算指标。对入库的财政资金，在保障“三保”的基础上，

优先解决存量工程货物款需求。

（二）坚决保障三大攻坚战。落实摘帽“四不摘”的要求，

保持财政对脱贫攻坚投入，支持扶贫专项年度计划实施，为全面

实现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继续抓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支持脱贫攻坚成效巩固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发挥乡村振

兴农业产业贷款风险补偿金的作用，积极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

息、农业贷款担保等方式，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农业产业发

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深化绿秀嘉州˙多彩峨边行动，做好生

态保护与修复。支持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厕所、垃圾、污水

革命。落实财政风险防范“1+8”工作方案，全面防范财政风险。

定期评估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分类妥善化解存量。

妥善处理到期政府债务，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加快推进县财政暂

付款清理消化，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三）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积极推

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财源集聚，提升重点税源增收潜力。围绕

旅游开发、交通强县、城乡统筹等重点领域统筹平衡、合理调度

资金，加快实施峨美路二期、峨轸路骑游道等重点项目，支持黑

竹沟等全域旅游开发的突破。支持山区现代农业发展，推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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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三带”产业发展。积极争取债券资金，保障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合理融资需求，加快债券资金使用。贯彻落实金融互动政策，探

索组建产业发展基金，积极推进 PPP 合作模式，协调银行降低贷

款利率、担保公司降低担保费率。实施“支小贷”风险补偿机制，

开展应急转贷纾困业务。

（四）切实保障民生实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保基本、

兜底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障基本民生投入，确保民

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 70%。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继续实施教育三年攻坚计划，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支

持学前教育公办幼儿园、职教二期项目建设，支持高考综合改革。

实施“健康峨边”行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支持县中

医院等项目建设。继续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支持开展社区为老

助餐服务试点、80 周岁以上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支持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扫黑除恶等工作，保障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五）持续深化财政改革。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等规定，落

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要求，牢固树

立法治理念，提升依法理财水平。继续深化预算改革，坚决压缩

一般性支出。坚持“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与预算编制一体化。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理顺县属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县属

国有企业组织架构，通过资产注入和授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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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有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引导县属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认

真做实主营业务收入，增强运营能力和造血功能，提升依法合规

市场化融资能力。注重乡镇区划调整国有资产管理，加强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推动资产配置、运维、处置规范化。

（六）规范财政财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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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加强扶贫资金专库

保障管理。加强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建设。积极推动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巩固会计委派试点成果，依

托“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账”平台，全面推行“村财乡做”，

持续发挥“一卡通”平台的作用。强化财政监督，加强对重大政

策、重点部门、重点领域财政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继续开展扶贫领域“三查”活动。继续加强财政评审、政府采购

信息化建设。

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 2020 年 1月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