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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南县 2018 年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9 年 6 月 日在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常委会议上

龙南县财政局局长 林伟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龙南县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目前，2018

年龙南县财政决算草案已汇编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等法律规定和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

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县 2018 年本级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 年决算情况

2018 年，县财政紧紧围绕全面加快推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工

作大局，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强化财政收入质量，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改善民生，稳步推进财

政改革，实现了财政平稳运行，为龙南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18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21459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8%，同比增收 22694 万元，增长 11.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4021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0%，同比增收 6633万元，

增长 5.0%。税收收入（全口径）完成 161422万元，增长 14.2%；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为 75.2%，同比提高 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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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600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

的 104.8%，同比增支 31500 万元，增长 10.0%。其中：与 GDP 相

关的八项支出总额 31048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9.7%，比

上年同期增长 18.7%；民生类十三项支出总额 283580 万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82.0%，比上年同期增长 7.6%。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021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44233 万元，

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4459 万元，上年结余收

入 2571 万元，调入资金 5048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933

万元，收入总计 367896 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6000 万

元，上解支出 3586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8651 万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 万元，支出总计 359237 万元。年终滚

存结余 8659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8659 万元），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2883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88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3053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492 万元，基金

收入总计 16574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24332 万元，

上解支出 210 万元，调出基金 37727 万元，基金支出总计 162269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3477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我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031 万元，将 545

万元调入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用于平衡一般公共预算，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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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 1486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 129916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1285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8046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3481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64728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我县纳入政府债务系统管理债务余额

合计 23646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231244

万元；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5216 万元。2018 年我县地方

政府债券收入为 54991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46340万元，置换

债券 4575 万元，再融资债券 4076 万元），新增债券 46340万元

中，30532 万元主要用于我县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支出，10033

万元用于一般债券项目支出，5775 万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19198 万元。

（六）结余结转资金情况

2018 年底，我县结余结转资金为 34676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结转结余 865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 3477 万元，

转移支付结转结余 19224万元，部门预算结转结余 3316 万元。我

县的预算稳定周转金为 1213 万元；本级预备费是 3600 万元，主

要用于当年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支出；2018 年超收收入为 506

万元，全部用于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落实县人大决议情况和 2018 年预算执行效果

2018 年，我县财税部门认真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面对复杂

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营改增”等减税降费政策，主动加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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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判，勇于担当，积极应对，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工作，财政运行保持平稳，支出绩效不断

提高，财税改革取得关键进展，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一）拓展资金筹集渠道，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强化财政

收入征管。通过建立完善财税及部门联动机制，做到财税信息共

享、资源共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信息化的税收征管体系，

实现全程动态监控。稳步推进营改增工作，严格执行税收政策，

完善征管机制，确保应收尽收。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加强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出租等收入的征收管理，大力挖掘

非税收入潜力，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2018 年全年完成财

政总收入 21.46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幅在全市各县（市、区）

位居第 7位；税收占比 75.2%，高于去年同期 2个百分点，财政收

入质量稳步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02 亿元，同比增长

5%。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加强政策研究及与上级财政部门联

系，会同主管部门加大申报项目指导和组织力度，全年向上争取

补助资金 20.11 亿元（含新增债券 5.50 亿元），为全县经济和各

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有效缓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和政府偿债压力。三是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2018 年全年

共收回财政专户、部门单位财政结余结转资金 13331 万元，盘活

的财政存量资金主要用于保民生、补短板、增后劲，集中财力办

大事，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优化财政扶持方式，支持经济社会发展。2018 年，县

财政紧紧围绕目标，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作用，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政银企融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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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五个信贷通”工作推进扎实有效。2018年我县“财园信

贷通”已向 96家企业发放贷款 47070万元，“小微信贷通” 已向

146家企业发放贷款 14952万元，“创业信贷通”已向 118家企业

发放贷款 3937万元，惠农信贷通发放贷款 12727万元，产业扶贫

信贷通发放贷款 913万元。“五个信贷通”在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帮助贫困群众实现长效脱贫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政府、银

行、企业和贫困户共赢，为打好六大攻坚战注入了强劲动力。规范

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已有高铁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五桥十路、濂江北岸（石人片区）综合治理工程等 8个项目纳

入财政部 PPP项目库，项目总投资 49.93亿元。

（三）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县财政始终坚

持情系民生、服务基层的理财理念，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

民生投入，切实把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民生支出等关键领域，提高

民生保障水平。一是重点保障脱贫攻坚工作。2018年我县扶贫支

出达 1.4亿元，发展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89个，建成乡村就业扶贫

车间 41个，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226户，新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

138套，发放贫困学生资助金 1200万元，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

为 9353人次贫困群众补偿住院医疗费用 5683.6万元，脱贫攻坚质

量不断提升，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3.57%。二是大力支持社会保

障事业。认真落实惠民实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从人均

450元提高到 490元，全年拨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金 19282万元，

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拨付城乡低保补助金 5274

万元，使城乡低保人口 0.62万户 1.25万人受益。投入 1.42亿元

实施 12个校建项目，改扩建校舍 30万平方米，运动场 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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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700个。三是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年内发放

涉农补贴 1519万元，种粮农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等支农惠农政策得到了较好落实。四是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根据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资金管理，根据调资政策及时

调整企业职工养老金，共拨付 2.57亿元确保每月 12000多名退休

职工的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五是健全民生保障政策体系。预

算安排教育、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

文化等十三项民生项目支出 28.36亿元，同比增长 8.2%，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82%，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免费义务教育体系、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体系和劳动就业服务体系。

（四）大力推动改革创新，促进管理提质提效。在继续深化

预算管理体制、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等改革的基础上，按照“讲

规范、重监管、求绩效”的工作思路和“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要求，我县深入推进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改革，确保财政资金使用

安全高效。一是加强了政府性债务管理和融资平台管理。对全县政

府性债务进行了系统全面调查，并纳入全国政府性债务管理动态监

管系统管理，为政府性债务实施全方位监管和纳入预算管理奠定了

基础。二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管。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深化采购改革，

规范采购行为，创新推行集中采购与定点采购、协议采购、网上商

城采购相结合的政府采购管理，不断提高采购效率和资金效益。

2018年全县完成政府采购 1374次，预算金额 23941.7万元，实际

采购金额 23181.5万元，节约资金 760.2万元，节资率 3.2%。三

是全方位开展财政监督检查。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和部门预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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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执行情况检查，稳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账务系统建设，预算

单位财务规范和预算执行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四是扎实推进国有资

产监管。修订出台了《龙南县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

管理暂行办法》（龙财字[2018]55 号），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处置管理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完成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

查工作和行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及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摸清了家底，建立了台账，落实了措施，明确了责任。同时，多

举措盘活国有资产，将全县收储的土地进行公开挂牌出让，将返

迁房、保障房等安置后剩余的房源面向社会销售，把其余闲置、

经营性资产进行了合理处置，充实国有企业资产总量，确保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五是全面推进电子化支付改革。按照财政部国库

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支撑软件”的

总体思路，依据《江西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关于

全面推行支付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赣财库[2018]9 号）文件

要求和结合我县电子化改革工作部署，县财政局会同人民银行龙

南县支行联合下发了相关的文件，全面启动了我县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改革工作。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国库集中支付

系统，实施标准化的电子化管理，实现了我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

化全覆盖。六是优化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职能。为进一步完善公共

财政管理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和理顺部门职能关

系，我县在 2018年改革调整了龙南县国库集中收付核算中心职能，

全面恢复预算单位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主体地位，配合财政国库

管理部门继续完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取消了原有的各预算单位

从事会计核算，履行代理记账工作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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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全县上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宏观经

济下行、转型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团结奋进，攻坚克难，县域经

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

识到，当前财税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支柱产业

和重点企业支撑作用不足，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新的增长极，财政

增收后劲不足，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与

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预算执行约束力度不够，

财政支出绩效有待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监管还需进一步加强，

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高度重视，认真加

以解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主动接受县人大常委会

的审查和监督，认真执行县人大的各项决议，强化责任担当，积

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促进全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建设“强旺美富”明珠县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2018 年财政收支决算总表

2．2018 年度龙南县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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