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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21）

关于浮山县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1 月 25 日在浮山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赵玉虎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 2021 年全县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官之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培植财

源，狠抓收入征管，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监管，顺利完成

了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全

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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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执行情况

经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2021 年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为 1374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13610 万元。

在预算执行中，受中央和省、市转移支付补助和政府债券增加

等因素影响，调整了部分项目支出预算。2021 年末，全县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146699 万元。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714 万元，为预算的

128.9%，同比增长 33.2%。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 126685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86.3%，同比降低 10.8%（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市县

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

（1）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完成 6998 万元，为预算的 152.1%，同比增长

95.2%。其中：增值税 2310 万元、企业所得税 1159 万元、个

人所得税 174 万元、资源税 1479 万元，以上四项主体税种合

计 5122 万元，同比增长 131.7%。

非税收入完成 10716 万元，为预算的 117.2%，同比增长

10.4%。其中：专项收入完成 2042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完成 6856 万元、罚没收入完成 108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完成 10 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181 万元、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62 万元。

（2）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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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执行 14225 万元，为预算的 91.1%，同比降低

11.8%；科学技术支出执行 63 万元，为预算的 85.1%，同比降

低80.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执行605万元，为预算的71.3%，

同比降低 63.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执行 25080 万元，为预

算的 95.7%，同比降低 2.7%；卫生健康支出执行 12845 万元，

为预算的 96.5%，同比降低 10.6%；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5547

万元，为预算的 81.4%，同比增长 10.4%；城乡社区支出执行

4564 万元，为预算的 90.9%，同比降低 41.6%；农林水支出执

行 18706 万元，为预算的 72.4%，同比降低 32.2%；交通运输

支出执行 14453 万元，为预算的 96.5%，同比降低 14.1%；资

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执行 499 万元，为预算的 92.4%，同比降低

42%；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执行 178 万元，为预算的 15.1%，同

比增长 9.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执行 1690 万元，为预

算的 100％，同比增长 23.6%；住房保障支出执行 3370 万元，

为预算的 86.4％，同比增长 5.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执行 1684 万元，为预算的 25.3％，同比增长 154.2%。

其他项目支出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执行 13628 万元，为预

算的 99.2%，同比降低 2.8%；公共安全支出执行 3373 万元，

为预算的 91.8%，同比降低 20.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执行 53

万元，为预算的 100％，同比降低 40.8%；其他支出执行 4509

万元，为预算的 91.3%，同比增长 828.8%；债务付息支出执行

1608 万元，为预算的 100%，同比增长 17.2%；债务发行费支



- 4 -

出执行 5万元，为预算的 100%，同比降低 66.9%。

2.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1 年，我县转移支付收入 131814 万元，其中：一般性

转移支付收入 125150 万元（包括：体制补助收入 300 万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64750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资金收入 6833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2295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收入 9178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1053 万元，贫困地区

转移支付收入 5310 万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426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664 万元。

3.当年收支平衡情况

2021 年，全县总财力为 159978 万元，其中：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7714 万元，返还性收入 697 万元，一般性及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 131814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5541 万元，政府性

基金调入 37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496 万元，上年

结转 1346 万元。

2021 年，全县总支出为 15997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2668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36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92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988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20014 万元。

总财力与总支出相抵，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目标。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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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6039 万元, 为预算

的 100.3%，同比增长 168.5%。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128 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246 万元，专项债券收入 11000 万元，收入总计

28413 万元。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15804 万元,为预算的

58%，同比降低 26.9%。加上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800 万元，

调出资金 370 万元，结转下年 11439 万元，支出总计 28413

万元。

总收入与总支出相抵，实现当年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上级补助收入 17 万元，结余

17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0970 万元,为预算

的 123.5%；支出执行 17550 万元,为预算的 120.5%（2021 年

开始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2021 年预算不包含城乡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数据）。

（五）地方债务情况

2021 年，市财政局下达我县政府性债务限额 76249 万元，

其中，一般性债务限额 49249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7000 万元。

截止 2021 年底，我县政府性债务余额总计 75355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9155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6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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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余额在上级下达的限额范围内，未超警戒线。

在隐性债务管理方面，我县期初余额为 30859 万元，期末

余额 26884 万元，全年化解隐性债务总量 3975 万元。

（六）落实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1.开源节流，全面保障财政收支平衡

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冲击。严格落实积极的财政

政策，把减税降费作为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举

措，严格收费项目清单管理，定期开展政策落实检查，切实做

到“减、免、缓”财税政策落地生根，让政策红利成为企业发

展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同时，联合税

务部门深入重点税源和骨干财源，定期开展税收征管检查和非

税收入专项稽查，提高税费征管效能，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收

缴管理机制，加大清缴力度，实现了应收尽收、足额入库。2021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7714万元，为预期目标13741

万元的 128.9%，增收 4418 万元，收入进度排名全市第四，增

幅排名全市第五。

全面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坚

决取消不必要项目支出，从严控制新增项目支出，对“三公”

经费和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进行压减。2021 年，压减部

门预算公用经费 594 万元，压减率 24.9%。将支出不符合进度

要求的预算资金统筹调整用于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对不具备

实施条件、项目进展缓慢以及预计难以支出的项目，一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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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平衡预算，盘活各类结余结转资金 10158 万元。

2.精准发力，确保重点领域资金投入

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整体战略。全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8001.8 万元，投资项

目 81 个，主要用于产业发展项目 47 个 5972.9 万元，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32 个 1789.6 万元，雨露计划项目和管理费 2 个

239.3 万元。目前，已拨付 7216.6 万元，拨付率达 90%。

围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体目标。认真履

行财政职能，积极筹措资金，加快资金拨付，加强资金管理，

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全年，下

拨抗疫专项资金 513.4 万元，有力的保障了我县抗疫经费和医

疗资金需求。

围绕县委县政府关于灾后重建的工作部署。及时与相关职

能部门进行对接，第一时间掌握灾情损失、资金需求等数据，

加强与上级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上级政策资金支

持。累计下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和工作经费 263 万元；拨付修

缮重建资金 2739 万元，受益居民 1004 户；拨付生活必需品购

置资金 227.6 万元，受益居民 482 户。

围绕兜实兜牢“三保”底线的工作方针。统筹各类财政资

源，优先保障基本民生、人员工资和党政机关运转等“三保”

支出，全年“三保”支出执行 77970 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

支出 32259 万元、保工资支出 41307 万元、保运转支出 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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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履职尽责，切实担负财政监管职能

以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为核心。认真贯彻落实债务管理

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稳妥推进政府新增债券发行，做到了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021 年，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75355 万元，在上级下达债务

限额 76249 万元以内，坚决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

以政府采购规章制度为抓手。办理各单位采购备案 471

项，执行完结 300 项，预算资金 8742.9 万元，实际支付 8138

万元，节约资金 604.9 万元，节约率 6.9%。

以强化财政支出审核为重点。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

2099 笔，财政直接支付资金 85787 万元，规范预算单位不合

规不合法经济业务 89 笔，共计 4523 万元。

以投资评审管理规定为准绳。完成评审项目 288 个，受理

送审金额 47732 万元，审定 40556 万元，核减 7176 万元，核

减率 15%。

4.科学谋划，不断强化财政体系管理

积极推进涉改机构改革。及时调整并完善预算管理体系，

对涉改单位的银行账户进行撤并管理，保留使用零余额账户

86 个，撤销、停用 36 个。同时，对涉改单位经费划转和预算

指标进行了调整，办理人员转隶 1075 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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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得到了进一步压减。同时，我们对涉及机构改革的 23 家党

政机构和 165 家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并登记造

册，累计划转国有资产 7345.6 万元。

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监管。为夯实我县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全年完成对县纪委、公安局、医疗集团人民医院等 60 余家行

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配置审批，新增国有固定资产 2800 余

万元；完成对组织部、市场监督管理局、浮山中学等 20 余家

行政事业单位报废、报损资产的核销处置工作，共计 1345 万

元。

全面加强绩效评价管理。持续健全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

度，先后制订了《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浮山县

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办法》，将项目绩效目标纳入预算编制审核

环节，实行业务股室初审、绩效管理岗位终审制度，绩效目标

管理实现了项目支出全覆盖。全年开展绩效评价项目 14 个，

涉及金额 1.5 亿元，为上年度项目支出总额的 35.2%。

2021 年，我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财力支撑。这是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坚强领导的结

果，是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全县

各行各业、各部门及全体代表、委员们团结一心、拼搏进取的

结果。

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财政运行和财政改革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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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增长基础不稳固，

财力规模与支出需求还不匹配，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收支矛盾

不断加大；个别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仍需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还

需加力，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对此，

我们将高度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严格管理等一系

列扎实有效举措，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2 年，全县财政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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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全会精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

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

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实

施“办好‘三件大事’，做好‘五篇文章’，打造‘一地一区

一城’”发展思路，推动浮山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2022 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政的原则。围绕中央、省、市

重大决策部署和县委、县政府工作思路安排预算，充分考虑新

形势下财政工作变化，实事求是编制 2022 年预算，与财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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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衔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二是坚持统筹兼顾、有保有压的原则。坚持厉行节约、勤

俭办事，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一般性支出，从

严控制新增项目支出，削减低效、无效和沉淀的资金。开源节

流，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兜实兜牢“三保”底线，把好钢用在

刀刃上。

三是坚持疏堵结合、源头管控的原则。严格落实风险防控

责任，科学安排政府债务资金投向；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坚决

遏制政府债务增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四是坚持坚定导向、聚力提效的原则。全面推行预算管理

一体化，实现对财政资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流程监控，

及时发现和纠正财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将绩效管理深度融入

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大力削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2022 年预算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1）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预期收入18200万元,比 2021

年实际完成增长2.7%。

（2）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7561 万元,比 2021 年

备案预算增长 14.3%。其资金来源构成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200 万元，返还性和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101861 万元，动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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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稳定调节基金8988万元，剔除债务还本支出1200万元，上解

支出288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007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3456万元，教育支出1497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71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84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59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1605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5736 万

元，城乡社区支出6548万元，农林水支出16060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6318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55万元，商业服务业

支出96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875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352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86万元，预备费3000

万元，其他支出1018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430万元。

上述预算草案为县级支出预算,加上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3503万元和上年结转支出20014万元，合计安排支出

151078万元，一并报县人大常委会备案。

（3）2022 年，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463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减少8万元，下降1.7%。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67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4万元，下降1.5%；公务接待费

196万元，比2021年预算减少4万元，下降2%。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2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120 万元，主要项

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1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收入 6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6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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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73 万元，上年结转 11439 万元，收入总计 22632 万元。

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632 万元，按照专款专用的原

则，支出方向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2216 万元，农林水支出 44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000 万元，

其他 9371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9 万元，加上

上年结转 17 万元，收入总计 26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6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2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1050 万元,预算支

出 18909 万元，累计结余 16351 万元（企业养老保险已省级统

筹不包含企业养老保险数据）。

（三）2022 年财政工作措施

1.围绕一个目标，着力改善县域经济环境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兼顾，围绕 2022 年全县

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18200 万元的目标任务，主动提高依法聚财

能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

财政政策的吸附带动作用，着力加大重点项目投入，支持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巩固现有财源，拓展增量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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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经济发展与财源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完善征管措施，堵塞征管漏洞，防止

“跑冒滴漏”，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确保税收平稳增长。同时，

积极与省市财政部门对接，将我县财政自给困难、财政平衡脆

弱的实际困难向上级反映，争取在基本财力、民生保障、区域

发展、重点项目和其他补助等方面有所增长，做大我县财力盘

子。

2.聚焦两大重点，着力确保财政支出稳定

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三公”

经费、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要进一步压减。严格

执行“无预算不支出”的预算管理原则，无预算、超预算原则

上不安排支出，督促整改预算执行中的铺张浪费、绩效低下的

项目，一律削减或取消把关不严、低效无效的资金。

切实保障重点领域资金投入。紧扣县委、县政府的战略部

署，充分发挥资金的导向作用，聚焦全县重要任务、重点工程

和重大改革，全面加强产业转型、重点项目和城镇化建设、安

全稳定等方面的资金保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疫

情防控不放松,密切跟踪疫情发展态势,加大财政支持保障力

度,不断巩固疫情防控稳定态势。围绕就业、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等领域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做到

“应保必保”，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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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好三大战役，着力推动经济稳定发展

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管理，建立

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严格测算财政可承受能力和还款压

力，按照债务规模与建设需求相适应、债务规模与地方财力相

适应的原则，严控债务规模，全力推进存量债务化解，牢牢守

住不发生债务风险的底线。

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紧盯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和难点问题，统筹自身财力和上级补助，支持补齐短板

弱项，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投入力度，保证和支

持环保重点工作。积极推进城区绿化工程、清洁能源改造、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龙渠河河道治理等重点环保工程，巩固矿山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果。

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坚持“四个不摘”，认真落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政策，

资金投入力度保持总体稳定，整合资金重点用于农业生产发展

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确保高效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张庄农业示范园区、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等重点项目资金

保障，推动第一产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4.深化四项改革，着力强化财政管理体系

全面加强财政法治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原

则，理清工作思路，突出服务实效，提升队伍素质，着力抓好

法治财政建设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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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清单履职尽责，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确保财政

行政权力依法规范行使。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增强法律风

险管控能力，明确各类财政管理法律风险点并健全相应的防控

措施，切实规范依法行政行为。

全面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建立以项目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机制，实现预算编制、执行、核算、内控、绩效、监督等

一体化全流程管理，建立健全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全口径

预算管理，加大预算统筹力度，进一步全面公开预（决）算信

息，深化专项资金管理改革，加大清理盘活存量资金力度。

全面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对所有重点项目全面编制绩效目

标，深化项目绩效评价，继续扩大绩效评价覆盖面，全面开展

部门自评，加强重点监督和重点评价。同时，加强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用绩效评价结果引导预算安排，逐步树立“花钱问效、

无效问责”的绩效意识。

全面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强化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资产管理主体责任，充分发挥预算审核和监管职能，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围绕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以会计监督检查为抓手，通过监督检查、纠正、公示公

告等工作流程，着力提升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水平。

各位代表，做好 2022 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

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县政协的意见和建议，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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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政府办好“三件大事”、做好“五篇文章”，打造“一

地、一区、一城”的工作思路，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作

为、埋头苦干，奋力完成全年预算目标和各项财政发展改革任

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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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定列入地方预

算，直接缴入地方金库的财政收入。一是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二是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

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指列入地方预算的财政支出，包括：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

输支出、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预备费等。其资金来源包括地方

当年财力安排的支出、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和中央、省一般性及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安排的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向社会征收基金、收费，以及

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

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收支的组成部

分。其特点是目的性强、专款专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从国家出资企业依

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

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调整国家和国有企

业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目前， 我市在市、县两级基本建立了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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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制

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的,经规定程序审批的年度基金财务收

支计划。按险种划分为五类八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

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

“三公”经费预算：“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部门预算: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完整地反映

—个部门的所有收入和所有支出,即一个部门在部门预算之外,

不得再有其他收支活动。部门预算的特点就是改变财政资金按性

质归口管理的做法,并实行预算内资金和部门事业收入及其他收

入收支统管,统筹使用。

转移支付（一般、专项）：是实行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

的一种工作办法。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包括调整工

资转移支付、村级公益事业奖补等；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农

林水事务、节能环保等方面。

预算绩效管理：是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标准

和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

评价，目的就是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财政资金对产出、

产能的高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