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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20 年决算（草案）和 2021年 1-8 月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10 月 19 日在自治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

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颜磊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我受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 2020 年决算

（草案）和 2021 年 1-8月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0 年决算情况

（一）2020 年“四本预算”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决算

收入情况：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39351 万元，为年初

预算的 108.85%，同比增长 16.68%，其中：税收收入实现 23092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92.74%，同比增长 0.9%；非税收入实现

1625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44.52%，同比增长 49.98%。

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56336 万元。

平衡情况：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9351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186919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38349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467 万元、调入资金 12875 万元、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5000

万元，收入总计为 282961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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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56336 万元、上解支出 8061 万元、债券还本支出 18000 万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51 万元，年终结转 13 万元，收支

实现平衡。

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比较，上级补助收入减少 24万

元，上解支出增加 9万元，收支品迭后，年终结转减少 33万

元，由 46万元变为 13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

收入情况：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8296 万元，为年

初预算的 100.54%。

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73117万元。

平衡情况：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38296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9834 万元（含抗疫特别国债收入 6600 万元）、债券转贷收

入 41667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6万元，收入总计 89803 万元。收

入总计减去政府性基金支出 73117 万元（含抗疫特别国债支出

66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730 万元、调出资金 12780 万元，

年终结转 176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比较，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6601 万

元（含抗疫特别国债收入 660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减少 6600

万元，收入净增加 1万元；政府性资金支出增加 6601 万元（含

抗疫特别国债支出），线下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支出减少 6600 万

元，支出净增加 1万元；收支品迭后，年终结转仍为 176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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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5 万元，为年初预

算的 100%，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调出资金 95万元。

平衡情况：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5 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 2 万元，收入总计 97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调出资金 95 万

元，结转下年 2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比较，上级补助增加 2万元，相应

年终结转增加 2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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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工作。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751 万元，预算支出完成

1768 万元，2020 年收支结余 1983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9169 万

元。

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比较，收入增加 650 万元，主要为

委托投资收入和个人缴费收入增加，支出减少 39 万元，当年收

支结余增加 68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增加 689万元。

（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2019 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一般公共预算，2019 年结转

到 2020 年安排使用的资金为 467万元，为未实施的 2019 年上级

专项补助款，2020 年已按专款补助要求安排到县应急管理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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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 6 万元，2020 年已安排给

县民政局用于社会福利事项支出。

2.2020 年结转资金情况。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13 万元，

2021 年已安排用于民政局城乡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政府性基金

预算结转资金 176 万元，2021 年安排给县残联用于残疾人事业

发展支出 11 万元，安排给金融办用于农业保险补贴支出 165 万

元。

3.本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自治县九届人大三十八次会议

将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为 279135 万元，相应将一般公共预

算总支出调整为 279135万元；将政府性基金总收入调整为

89301万元，相应将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为 89301 万元；将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由 2800万元调整为 3101 万元，

支出预算由 1781 万元调整为 1807 万元,相应年末滚存结余由

8205万元调整为 8480 万元。

4.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2020 年，上级财政补助为

186919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976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

助收入 148269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9626 万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保障基本支出和重点民生项目，专项转

移支付补助对应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健康、社会保障、

农林水、节能环保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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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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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推动经济稳定发展。开启资金拨

付、政府采购绿色通道，迅速筹集资金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卫健等重点防控部门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657 万元；全面落实国省减税降费、稳岗就业等政策措施，落实

乐山市人民政府有效应对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二十条

措施，拨付企业复工复产、物流、电价等补贴 288 万元，拨付中

央财政补助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3662 万元。

全力支持巩固脱贫成效，努力提升人民满意度。统筹各级扶

贫资金 26900 万元，东西协作资金 5000 万元，确保脱贫摘帽

“四不摘”，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全面补短补强，致力稳定

增收。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提高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同比增

长 9.59%。教育支出 29751 万元，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义教均衡发展，着力改善办学条件。社会保

障支出 21554 万元，支持保障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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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兜住民生保障底线。卫生健康支出 13248 万元，

支持建设健康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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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县中医医院新址迁建，提升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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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优化支出结构，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多渠道筹集交通建设资

金 71230 万元，着力构建对外大通道，提升区位优势，增强区域

融合发展能力；安排资金 24263 万元，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推进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安排资金 24498 万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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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旅游发展；安排资金 12436 万元，支持核桃坪老工业园区绿色

转型，推进火烧营汽车综合服务产业示范区建设，加快峨犍飞地

园和川浙飞地园建设。

6.预备费使用情况。2020 年年初安排预备费 1000 万元。经

县政府批准，全年使用 708 万元，具体为：新冠疫情防治经费

80 万元，购置疫情、汛期应急物资 236 万元，兑现《乐山市有

效应对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二十条政策措施》补助经

费 288万元，购置人武部战备物资 104万元。

7.预算周转金使用情况。2020 年县级预算周转金没有发生

变化，周转金余额为 3万元。

8.政府债务情况。2020 省财政厅核定的我县 2020 年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为 288294 万元，2020 年底我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270491 万元。2020 年，争取再融资债券 19467 万元（一般债券

18000 万元，专项债券 1467 万元）；争取到新增债券 60549 万

元（一般债券 20349 万元，专项债券 40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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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

问题，县人大有关方面对此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审计

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包括：预算刚性约束不够、预算绩效管理

不到位，部分项目进度缓慢，财政监督有待加强等。我们高度重

视这些问题，将认真落实预算法有关规定，结合县人大有关方面

和审计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有利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二、2021 年 1至 8月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1-8 月，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26506 万元，同比增长 17.85%，完成年初预算的 62.96%。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7390 万元，同比增长 38.25%，为预算数

的 72.01%；非税收入完成 9116 万元，同比下降 8.04%，为预算

数的 50.7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3276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91.1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217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4903 万元，教育支出 15089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42 万元，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86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668 万

元，卫生健康支出 6291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250 万元，城乡社

区支出 1703 万元，农林水支出 59603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1032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38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522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8 月，基金收入完成 28785

万元，基金支出完成 252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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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1-8 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实现收入 700万元，完成预算数的 28.57%。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8 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962 万元，完成预算数 3095 万元的

95.7%。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960 万元，完成预

算数 1723 万元的 55.72%。

三、1-8月主要工作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县各级各部门，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

省市县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扣“致

力绿色崛起、建设美丽峨边”发展主题，坚定不移贯彻

“18345”总体战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积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一）坚定信心，狠抓财政增收。一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做

好统筹规划，确保年初人代会批准的各项收入计划完成，依法依

规有序组织收入，坚决贯彻执行好减税降费政策，用活财税分析

联席制度，强化财税、重点非税部门联动，狠抓征收管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组织收入，应收尽收。8 月末，县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26506 万元，同比增长 17.85 %。二是加大向上争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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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把握我县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机遇，认真研究政策，积

极向省市财政反映汇报，8 月末，争取到各类补助资金 116380

万元。三是做好新增债券额度争取工作。县发改、财政与相关重

点部门通力合作，认真编制专债项目“一案两书”，今年通过省

财政厅评审入库专债项目 19 个，做到了“资金跟着项目走”。

截至 8 月 31 日，已争取到新增债券额度资金 29900 万元，有力

地支持了我县重点项目建设。

（二）规范支出，加快预算执行。一是切实兜牢“三保”底

线。对人员类支出足额保障，对运转类支出定额保障，对基本民

生类支出全力保障，不留“三保”支出预算缺口，坚决防范“三

保”风险。二是切实做好直达资金管理工作。加快直达资金分配

进度，加快资金申请拨付，强化实时监控，督促将真实有效相关

数据及时关联至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对出现的预警和疑点信息必

须做到“一日一结”处理。截至 8 月 31 日，下达我县直达资金

总额为 26497.69 万元，分配进度 100%，拨付资金 21293.71 万

元，支出进度为 80.4%%。三是严把预算支出关口。严格执行人

大批准的预算，严禁无预算拨款。按照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严

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禁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坚决杜绝

铺张浪费，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四是进一步清理盘活存

量资金。加大力度清理盘活，建立健全动态清缴机制，及时将单

位闲置的资金和结转超过两年的上级补助资金共 20032 万元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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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统一收回，县政府统筹安排用于化解财政暂付款和安排用于

重点项目资金保障。

（三）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持续健

全预算绩效管控体系，强化预算事前约束，动态实态绩效监控，

纵深推进绩效评价，聘请中介机构对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开展重点

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坚决削减低效无效资金。推动绩

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四）防范债务风险，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认真落实

中省市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的举借和使用，坚决遏制

违法违规举债。坚持限额管理与风险防控相结合，新增政府债务

严格通过争取新增债券实现，有效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将

2021 年隐性债务化解资金 5667 万元足额纳入部门预算，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已化解隐性债务 4149.3 万元。

（五）提高依法理财能力，持续深化财政改革。一是全面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将管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构建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管理机制，规范预算管理和

硬化预算约束，实现各级预算数据的省级集中和上下贯通。按省

财政厅统一部署抓紧系统建设，确保 2022 年 1 月 1 日启动运

行。二是继续深化预算改革工作。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关于深

化预算分工方案的通知》，强化相关经费管理。三是继续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厘清县属国有企业职责边界、关键流程和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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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六）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政监督。一是建立健全委派会

计管理制度。会同被委派单位对委派会计进行考核，组织财务人

员参与培训，不断提升政策业务水平。组建和县村级财务审核记

账中心，加强“三资”监管。二是开展监督检查。持续开展严肃

财经纪律及财务管理风险排查，纵深推进财务大排查工作。全县

自查单位 137 户,自查发现问题 31 个，已整改问题 31 个，收回

存量资金 334.63 万元。做好“一卡通”平台监管，及时核查预

警疑似问题，进一步规范“一卡通”平台发放工作。开展

2019、2020 年度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推进预决算公

开工作。三是加强政府采购。抓好落实省委政府采购专项巡视反

馈问题举一反三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方案，规范我县政府采购工

作。截至 8月 31日，已审核发布需求论证公示公告 15个，采购

公告 43 个，结果公告 12 个，中标公告 21 个，发出整改通知 5

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1份。

四、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安排

（一）持续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收入形

势研判，强化收入征管，确积各项收入目标完成。结合 2022 年

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适当调减预算单位人均定额公用经费标准等措

施，全面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快

资金分配，及时将上级下达的补助资金分配下达。督促项目部

门，加快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资金到位后尽快组织实施，形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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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作量。继续加快直达资金分配下达和支出进度，加强直达资

金系统监控管理，重点关注资金运行与绩效目标是否吻合，及时

纠偏纠错。

（二）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接续奋斗乡村振兴。持续加大财

政投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接续乡村振兴。强化财金互动引导，充分发挥农业融资担保

功能作用。支持农村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提升

农文旅融合园区竞争力。加强乡村振兴资金、涉农整合资金、东

西扶贫协作资金、援彝资金管理，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全面提

升。

（三）持续深化财政改革，抓紧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持续

深化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精细性。

抓好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工作，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提

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提升国库管理水平。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建设，确保 2022年 1月系统全面上线。持续完善县属国有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县属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企业内控

管理制度。盘活国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四）积极拓展发展方式，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大向上争

取力度，积极向省市财政反映汇报，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紧

盯新增债券发行情况，积极争取新增债券额度，做好县委县政府

重大战略决策项目资金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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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财政财务监管，严肃财经纪律。持续开展严肃财

经纪律财务大排查、会计信息质量等专项检查，做好“一卡通”

阳光审批及政治生态监测日常工作。加强“三资”监管平台建

设，做好村级财务审核记账工作。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完

成政府采购内控制度监督检查。推进财政评审标准化建设，完善

评审管理办法和项目评审流程。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

下，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指导，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

议意见，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为“致力绿色崛起，建

设美丽峨边”做出财政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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