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19  

 

——2020 年 9 月 29 日在黄陂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喻家茂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区人大常委会提出 2019 年全区财政

决算草案，请审查。 

一、2019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5,50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1%，

同比增长 6.3%。其中：税收收入 499,74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5%；

非税收入 185,75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 

（2）中央、省、市返还性及补助收入 549,446 万元。 

（3）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91,919 万元。 

（4）按规定从政府性基金及其他资金调入 217,407 万元。 

（5）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5,350 万元。 

（6）上年结余 115,550 万元。 

综上各项收入，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 1,765,176 万元。 

2．支出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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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45,31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6%，同比增长 20.4%。 

（2）上解上级支出 145,664 万元。 

（3）债券还本支出 71,521 万元。 

综上各项支出，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 1,762,500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676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3,70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6.8%。 

（2）公共安全支出 45,82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8.3%。主要是

落实军运会保障任务，新增安保人员工资、公路交通护栏制作费等增

加支出。 

（3）教育支出 200,56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3.7%。 

（4）科学技术支出 26,07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6.7%。主要是

对企业科技奖励支出减少。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6,77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0.5%。

主要是军运会保障、广电大楼等预算当年未执行完，结余收回总预算

下年再安排。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7,73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2.2%。 

（7）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152,21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9.5%。主要是支出口径调整，区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卫生医疗机构

事业支出在专户列支。 

（8）节能环保支出 24,33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5.8%。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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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乡污水治理、南部城市排水排污管网建设、水源地生态修复保护等

项目增加支出。 

（9）城乡社区支出 416,24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6.8%。主要

是木兰大道升级改造、工业园区道路建设、军运会沿线村湾环境整治，

街乡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增加支出。 

（10）农林水支出 189,284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36.3%。主要是

军运会线路景观绿化、美丽乡村建设、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奖补、重点

贫困村省级专项扶贫补助、非洲猪瘟防控补助及大中型水库加固中央

基建投资等专项增加支出。 

（11）交通运输支出 14,64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6.1%。主要是

按政策要求，年底对支出口径作了相应调整。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41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33.9%。

主要是沿江化工企业关闭、转产、搬迁补助、工业园区提升工程奖补

资金等增加支出。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61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7.3%。主

要是电子商务发展专项，产粮大县奖励、市场体系建设等上级专项预

算指标下达较晚，当年未执行完。 

（14）金融支出 13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361.1%。主要是归还世

界银行历史欠款增加支出。 

（15）自然资源及海洋气象等支出 8,08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4.9%。 

（16）住房保障支出 25,16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74.3%。主要是

中央调减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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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66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43.5%。主

要是粮食风险基金省级补助增加支出。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60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62.7%。主要是消防站建设增加支出。 

（19）债务付息支出 19,91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2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04 万元。 

（21）其他支出 1,23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905,53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6.8%，

同比下降 5.1%。 

（2）上级补助收入 29,551 万元，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权出让相

关、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彩票公益金以及旅游发展基金补

助收入等。 

（3）债务转贷收入 285,600 万元，主要是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 

（4）其他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 96 万元。 

（5）上年结余资金 10,219 万元。  

综合上述各项，全区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总额 1,230,999 万元。 

2．支出决算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1,062,46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1%。

主要是用于收购储备土地的开发支出、征地补偿等增加支出。 

（2）调出资金 160,898 万元，主要是按预算法规定从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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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综合上述各项，全区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总额 1,223,365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7,634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区属国有企业主要承接区政府投资项目，自身主营业务不强，大

部分企业尚未盈利，当年没有企业缴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

收入为０万元。按照“收支两条线”和平衡原则，当年也未安排相应

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支出为０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 688,437

万元，为预算的 106.5%。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634,254 万元，为预算的

103.5%。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54,183 万元，滚存结余 393,340 万元。 

2．分险种收支平衡情况。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21,357 万元，支出 183,688 万元，滚存结余 112,465 万元；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32,217 万元，支出 98,191 万元，滚存结余

194,337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基金收入 199,354 万元，支出

210,176万元，滚存结余6,257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58,806

万元，支出 46,034 万元，滚存结余 59,792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收入 70,614 万元，支出 88,500 万元，滚存结余 7,525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457 万元，支出 5,641 万元，滚存结余 1,708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2,308 万元，支出 736 万元，滚存结余 9,494 万元；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2,324 万元，支出 1,288 万元，滚存结余 1,7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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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决算具体情况详见 2019 年财政决算附表。 

二、2019 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落实区人大决议情况 

2019 年，全区各街乡、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区人大有关决议和区

人大常委会要求，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经济形势，落实以减税降费为重

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切实兜牢“三保”底线，

全区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一）有力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依法强化收入征管，加强重点

企业税收征管服务，强化收支协调和联动。统筹财政收支和库款管理，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合理安排支出优先顺序，

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支出。积极争取市

向区提前调度资金，弥补减收带来的压力，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为推

动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大力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全面落实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政策，全年减税降费 8.9 亿元，实体经济负担有效降低，纳税人获得

感明显增强。发挥财政奖补和财政贴息专项资金放大作用，通过“政

融通”“助保贷”“惠农银保贷”“农地贷”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投入，解决企业融资难，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扩大个人创业

担保贷款范围，降低贷款申请条件，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纳入

预算管理相关规定，主动接受人大对地方债券借、用、还的全过程

监督。当年新增专项债券和一般债券 37.75 亿元，年末政府债务余

额控制在批准限额内。支持精准扶贫，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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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贫困村出列任务。支持污染防治，完成长江武湖段综合整治、

区乡污水治理、饮用水源地修复、秸秆禁烧和“绿满荆楚”等。 

（四）统筹城乡推进乡村振兴。加强支农资金整合力度，统筹

各级各类财政资金 33.4 亿元。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农业新技

术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龙头企业扩大生产、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农业互联网+”发展，加强农业生态保护，支持改善农村饮水

安全、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厕所革命”等。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农机购机补贴等政策。完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推动“一事一

议”和“以钱养事”政策落实。 

（五）巩固基本民生保障基础。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加强教育

经费保障，支持南部学校配建、现代化学校建设、B 级食堂改造、

小规模及寄宿制学校建设等。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

养老、低保、优抚、医保等社会救助政策。提高企业退休养老金、

城乡低保、城乡特困人员供养发放标准。为特困人员、优抚对象、低

保对象、农村纯女户、农村 75 岁以上老人等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为优抚、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失业保险对象发放物价补贴。

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支持公共文化、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及文化

活动开展，支持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惠民旅游工程。 

（六）奋力提升财政监管效能。修订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

完善资金拨付手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搭建预算单位财务一体化

管理大平台，财务会计核算系统试点上线运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目录编制管理工作。规范 PPP 项目管理。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和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加强财政投资评审。推动预算公开，实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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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管理人大报告制度。强化财政监督，开展扶贫资金、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及“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等专项检查。 

总体来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全区各项财政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预算执行和财政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我们

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财政管理和运行中存在收支矛盾加剧，库款调

度紧张，“三保”压力加大等困难。审计报告也指出，在预算编制、

执行、资金管理等方面还存有待改进的地方。我们对此高度重视，

逐项对照，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三、下一步的整改措施和主要工作安排 

（一）增强财政增收动能。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支持企业壮大发展。积极

向上争取，对接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加大招商

引企力度，及时制定落实方案，推进各项政策、资金和项目尽快落

地见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二）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坚持量入为出，严格落实政府过紧

日子的要求。打破预算基数概念和固化格局，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做到有保有压，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切实兜牢“三保”底线。调

减预算绩效低、非民生急需、非刚性的项目，集中资金用于民生保

障和经济恢复，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三）提升预算编制质量。贯彻落实预算法实施条例，深入推

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编实收入预算，完整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政

府购买服务预算，进一步细化部门预算编制内容，将有明确使用单

位和金额的代编预算项目全部列入单位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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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到位率。 

（四）强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加强预

算执行动态监控，强化部门主体责任，把严把紧支出关口，严控预

算追加。除上级和区委、区政府出台重大增支政策及应急救灾等不

可预见事项，原则上年中不追加日常公用经费。 

（五）整合资金统筹调度。全面开展存量资金清理整合，加强

单位结余结转资金、往来资金的统筹管理。盘活用好存量资金，各

类结余、沉淀资金，应收尽收，重新安排，统筹安排用于“六保”、

“六稳”支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财政

运转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考验。下一步，我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

导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坚决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

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扎实做好财政预算管理各项工作，努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黄陂建设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

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空港新城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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