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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峨边彝族自治县2016年财政决算（草案）

和 2017 年 1至 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7 年 10月 19日在自治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代表自治县人民政府报告我县2016年财政决算（草案）

和 2017 年 1至 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6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2016 年“四本预算”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决算

收入情况：2016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529 万

元，占预算数的 116.10%，同比增长 10.92%。其中：税收完成

17226 万元，占预算数的119.63%；非税收入完成 9303 万元，占

预算数的 110.09%。

支出情况：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86859 万元，

占预算数的98.44%，同比增长 57.78%。

平衡情况：2016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529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134635 万元，上年结转 3480 万元、省转贷地方政

府债券收入564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50万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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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总计为 222194 万元。减去当年实际支出 186859 万元、上解上

级支出 388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32445 万元，年终结转

2502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结转资金主要是由于上级财政

专项补助年终追加以及项目跨年度实施。

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相比较，转移性收入减少156万元

（一些补助项目进行结算），收入总数减少156万元，支出无变

化，相应年终结转减少156万元，由 2658万元变为 2502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

收入情况：2016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952万

元，占预算数的 13.6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952万元。

支出情况：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5025 万元，

占变动预算数的 100.64%。

平衡情况：2016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952万元，上级

专项补助收入 2098万元、上年结转收入375万元、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转贷收入 1600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5025 万元。减去当年

实际支出 3203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 1600万元、年终结转 222万

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相比较，上级转移性支付收入增加

32万元，而支出无变化，相应年终结转增加32万元，由 190万

元变为 222万元。

3.2016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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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0，国有资本经费预算支出为

0。与年初人代会报告执行数相比较，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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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235 万元，占预算

数的 111.30%；当年支出完成 1273万元，占预算数的102.25%；

当年收支结余 961万元，年末滚存结余4613万元。与年初人代

会报告执行数比较，无变化。

（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2015 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一般公共预算，2015年结转

到 2016 年安排使用的资金为 348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2015

年结转到 2016 年安排使用的资金为 375万元。主要为 2015 年上

级补助专款未实施结转到2016 年执行。 2016 年已全部按专款

补助要求进行了安排。

2.2016 年结转资金情况。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2502万元，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222万元，已相应纳入2017 年

度预算管理。

3.本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自治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

会议，将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调整变动为222657 万元，相应将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调整变动为222657 万元；因为土地拍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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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期实现，将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为4993万元，相应将政府

性基金支出调整为4993万元。

4.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2016年，上级财政补助我

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93671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4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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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农林水、节能环保等方面。

5.政府债务情况。截止 2016 年底，我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15824.72 万元，在省财政厅核定的我县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

126368 万元限额之内。2016 年，争取置换债券 34000 万元（一

般债券 32400 万元，专项债券 1600万元），优化了债务结构；

争取到新增债券 26404 万元，有效地支持了重点工程建设。对政

府投资项目从严监管，防止超预算形成负债；整顿债务管理纪

律，全面清理隐性债务。

6.预算周转金使用情况。2016 年县级预算周转金没有发生

变化，周转金余额为3万元。

7.预备费使用情况。2016年年初安排预备费 1000 万元，经

自治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一会议审查批准，因其他收入短收已全

额调减。用预备费安排，拨付了资金的项目已通过存量资金解

决。

8.超收收入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使用情况。2016 年县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收3679 万元，已统筹安排用于运转、基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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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支出。省财政厅在批复我县2015 年财政总决算时，补助我县

2015年救灾资金1150 万元，并要求增设列入稳定调节基金。经

自治县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50

万元，用于当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2016

年，我县继续优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严格支出保障序列，

确保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资金保障到

位。一是支持交通事业建设。县级投入2201万元。保障交通重

点建设项目有序开展，支持村道建设，保障县乡公路畅通。二是

大力支持脱贫攻坚。县级投入952万元，同口径增长 38%。建立

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分担机

制；组建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和村级产业扶持基金。三是支持旅

游大发展。县级投入964万元。成功争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依托黑竹沟优质资源搭建招商融资平台，推进旅游加快开发。四

是支持城乡统筹发展。县级投入1980万元，整治城区“五

乱”，创建省级卫生城市，打造有历史遗存、地域特色、民俗风

情、主导产业的风情小镇，提升城镇宜居宜业整体功能。五是积

极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县级投入1110万元，落实退耕还林、天

保工程、农资综合补贴、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

策；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支持实施幸福美丽新村

等项目。六是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县级投入2337 万元，落

实学前教育“三儿”资助资金、保教费补助资金、“一村一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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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餐补助等；实施义务教育“三免一补”、家庭困难普通高中

学生学费免除、农村营养改善计划、小凉山彝区教育扶贫提升工

程，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强化职业教育基

础能力建设，继续对职业学校中职学生实施“9+3”免费教育计

划。七是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县级投入1380 万元，统筹实

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积极实施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残疾人康

复、脑瘫儿童救治、贫困残疾人生活困难补助、自然灾害生活救

助等政策。八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县级投入1044 万元，

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和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

补助标准；加大食品药品监管支持力度。

制订了《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绩效管理暂行办法》，逐步建

立覆盖所有预算单位、所有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体系。对12个

单位总资金为 2128万元的 13个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情况进行

了抽查。从抽查结果看，项目实施效果较好，财务管理较规范，

内控制度较完善。

2016年，县级预算编制和财政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支出

执行进度进一步加快，部门决算质量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县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财政报告和部门预算时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县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并及时办

理，所提意见和建议已认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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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 1至 6月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1-6月，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5242 万元，同比增长 21.67%，为全年预算数 28790 万元

的 52.9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0447 万元，同比增长

52.69%，为全年预算数的55.45%；非税收入完成 4795 万元，同

比下降 15.6%，为全年预算数的48.19%。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8416 万元，同比增长

14.99%，完成预算数的 62.86%。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089

万元，教育支出 1645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3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11165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542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428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708万元，农林水支出

15068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94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398万元

等。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6月，基金收入完成6328

万元，完成预算数7000万元的 90.40%，同比增加 1155.55%。基

金支出完成795万元，完成预算数的 9.70%。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1-6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632万元，完成预算数 2420 万元的

67.4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630万元，完成预

算数 1274 万元的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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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1-6月，四川省有限广播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补缴上年分配股利、股息13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1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3万元，为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 13万元。

今年以来，全县各级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

的决策部署和县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决定，聚焦 “四大

会战”，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完成了“双过半”目标任务，收

入增幅和税占比位居全市第二；认真开展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工

作，收回财政存量资金23654 万元，统筹安排重点领域和重点项

目；认真研究财政政策，积极争取资金和政策，争取到新增债券

25800 万元、转换债券 19600 万元。

（二）完成全年财政预算目标的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

积极组织收入，优化支出结构，为深度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

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

1.全力完成收入目标。加强“挂图作战”项目和县“四大会

战”项目重点税源管理，重点跟踪管理 “一高一铁”、沙坪二

级电站等重点项目。支持工业转型升级、环保技改、扩能增效、

资源综合利用，培植税收增长点。狠抓企业所得税、高收入人群

个人所得税管理，深入开展税收专项检查，防止税源流失。依法

查处打击税收违法行为，规范税收秩序，实现堵漏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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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力优化支出结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精打

细算，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资金调度

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审核和支付力度，防止资金

滞留专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预

算安排和执行力度，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对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业等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的

投入力度。强化预算绩效管理，逐步扩大绩效管理范围，将评价

结果作为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

3.全力保障脱贫攻坚。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

好”目标，加大财政扶贫力度，认真落实国家扶贫政策，积极筹

措建设资金。抢抓政策机遇，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及时把握上级

有关政策特别是抓住我县纳入深度贫困县的政策机遇，加大上级

资金尤其是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的争取力度。建立和完善县级教

育扶贫救助、卫生扶贫救助、贫困村产业扶持、小额信贷分险等

“四项”基金，以及住房贷款分险等基金补充机制，确保可持续

运行。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强化各类扶贫资

金使用、管理和监督。

4.全力加强财政监管。通过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突出绩

效评价管理、规范投资评审行为、强化“三公”经费管控、盘活

存量资金、统筹整合资金、规范乡村财务管理等职能手段，节约

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财政资金，提升资金绩效。聘请中介机

构对乡镇、县级部门进行财务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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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的财政财务管理长效机制，促进预算单位财务管理规范

化、制度化。严肃预算刚性约束，新增支出要着眼于采取调整部

门支出预算的方式解决。开展财政借垫款清理整改消化工作，严

控新增借垫款。

5.全力防控债务风险。严格在政府债务限额内举借债务，加

快置换债券置换进度，加快新增债券项目支出。进一步完善风险

预警机制，对债务风险实施动态监控。鼓励平台公司自主经营，

自求发展，对平台公司现有债务进行清理甄别，分类处理，归口

管理。大力推广 PPP模式及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鼓励社会资

本投资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交通、脱贫攻坚、城建和旅游重点项

目建设。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财政发展和改

革的压力大、任务重、困难多。我们一定进一步坚定信心，全面

贯彻落实县委战略部署，不断深化财政改革，确保完成全年财政

预算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