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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 12次会议材料（3）

正定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17 年县本级决算和全县总决算情况的

报 告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正定县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 12 次会议上

正定县财政局长 李瑞彩

尊敬的崔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现将 2017 年县本级决算和全县总决算草案

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17 年县本级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1736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135.8%。加上级补助收入186114万元、乡镇上解收入42666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171977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8714万元、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11167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收入312545万元，收入总

计944919万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123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88.1%。加补助下级支出3067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2078万元、债

务还本支出122717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4388万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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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般债券结余49260万元，支出总计900353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44566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953771万元，占预算的126%，增

长140.5%。加上级补助3408万元、上年结余5136万元、新增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70300万元，收入总计1032615万元。

支出完成694514万元，占预算的91.8%，增长46.3%。加上解

上级支出4310万元、调出资金312545万元，支出总计1011369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余结转21246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7721 万元，占预算的 16%。加

上年结余 35839 万元，收入总计 53560 万元。

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32773 万元，占预算的 31.5%。

收支相抵后，年未净结余 20787 万元。

2017 年实际收支与预算数相差较多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县机

关单位养老从 2017 年 10 月起才陆续启动，由于清算未完成造成

当年收支较少；二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等从 2017 年 1 月起上划市级统收统支，造成我县当年

医疗保险收支减少。

（四）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上级对我县转移支付情况：2017年上级对我县一般公共预算

转移支付共计186114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32439万元，一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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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5962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94053万元。上级对我县政府性

基金转移支付共计3408万元。

县对乡镇转移支付情况：2017年县对乡镇一般公共预算转移

支付共计30674万元。其中：返还性支出7177万元，一般转移支付

438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19112万元。

（五）关于举借债务情况

2017年上级下达我县新增专项政府债券资金70300万元，报经

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用于城区输水管网升级改

造、子龙广场地下停车场等14个项目。

上级下达我县置换债券资金171977万元，2017年置换支出

122717万元，2017年底置换一般债券结余49260万元（正定新区结

余），2018年置换支出12728.18万元，剩余36531.82万元，市财

政局于2018年6月予以收回。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预算法》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规定，另就

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一是上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使用情

况。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14438 万元，2017 年全部按原

用途支出。二是县级预算周转金情况。截至 2017 年底，县级预算

周转金共计 846.4 万元，按规定用于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调剂。三是预备费使用情况。2017 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5670

万元，当年用于军队退役人员补助及专班经费、赞皇县深度贫困

村帮扶、正定新区环境整治和农村垃圾处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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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等预算执行中难以预见的支出 5324 万元，结余部分 346 万元

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四是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使用情况。

2017 年我县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4388 万元，其中：年初预算

安排预备费结余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6 万元，正定新区当年

超收收入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1499 万元，正定新区政府性基

金结余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1305 万元，正

定新区年初预算安排的支出结余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238 万

元。安排 2018 年预算时动用 111268 万元，剩余 252774 万元。五

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

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 号）和财政部《关

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

号）要求，对我县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进行了认真清理，2017

年财政共收回存量资金 3447 万元，上年结转 2467 万元。收回的财

政存量资金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要求 2017 年支出 5821 万元，结转

93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支出 1284 万元，水

务局上缴南水北调水费 1127 万元，文物局城墙修缮工程款 1023 万

元，教育局校舍维修基建工程款 656 万元，县委党校工程款 200 万

元，交通局 107 国道拓宽改建工程拆迁补偿资金 150 万元，国土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经费 120 万元，民政

局常山陵园英雄纪念碑工程款 115 万元，公安局非法吸储案件司法

会计鉴定经费 107 万元。

二、2017 年全县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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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县政府性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全部在县级统计，

所以全县和县本级数据一致。全县决算情况只报告一般公共预算

决算情况。

2017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1089万元，占预算的

125.6%，增长38.2%。加上级补助收入186114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71977万元、上年结转14438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312545万元，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167万元，收入总计917330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4787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1.8%，与上年基本持平。加上解上级支出2078万元、债务还本支

出122717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64388万元、置换一般债

券结余49260万元，支出总计886318万元。

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31012万元。

三、石家庄综合保税区 2017 年收支决算情况

根据上级要求，将 2017 年石家庄综合保税区的收支情况一并

报告,请予审查。

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在 2017 年建立了一级财政，当年收入计入

了综合保税区收入，但是在支出方面市财政将综合保税区按市级预

算单位管理，支出全部由石家庄市保障，所以综保区财政 2017 年

仅反映收入未反映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情况。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972 万元。加市财政对综保区补助 10508 万元，收入总计 11480

万元。因预算未安排支出，全部调入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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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情况。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

成 8232 万元，加市返还正定县、藁城区上解收入 4310 万元，收入

总计 12542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

四、2017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县人大决议情况

（一）财政实力逐步增强。面对去产能、降成本以及大气污

染防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全县各级认真做好组织收入工作，深化

综合治税，依法强化征管，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在全市居

第三位，收入增速位居全市首位；坚持把“问计省直、争取支持”

作为增强财政实力的重要途径，共争取政府专项债券70300万元、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94053万元。

（二）县城建设飞速提升。在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

我们按照有保有压原则，分清轻重缓急，统筹协调资金，对县委、

县政府确定的重要工作、利民实事全力支持。拨付资金216686万

元支持城市建设，确保了古城保护、旅发大会、创城、道路建设

及维护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环境保护力度增强。牢固树立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拨付资金

21635 万元用于农村散煤采暖居民煤改气项目；安排资金 6555 万

元用于购置清扫车、保洁车、洒水车、农村垃圾清扫处理和农村

公路建设；拨付资金 12260 万元用于绿化建设、禁养区畜禽迁移

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四）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筹措资金支持农村环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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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农村污染防治减排及垃圾处理，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

一是拨付资金 4431 万元用于农业三项补贴、农机购置和农机深松

和农业保险，保护农业发展。二是拨付资金 2635 万元用于高效节

水灌溉、非农作物替代农作物持续补助、小麦保护性耕作技术等

项目。三是拨付资金 3010 万元用于 34 个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3

个试点村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农村基层基础建设。

（五）民生福祉保障有力。全县财政支出完成347875万元。

首先足额安排了公教人员工资。按人均9600元标准发放了2016年

度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奖励；按人均15000元标准发放2016年绩效目

标奖；兑现了2016年应休未休年休假补贴；从2017年1月1日起发

放移动通讯费用补贴；从2017年11月起发放县直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物业补贴。其次按定额标准核定了单位公用经费，保障了机关

事业单位正常运转。三是按照政策要求，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

保合并，2017年缴费全部缴入市医保中心。拨付社会保障基金

32773万元保证了全县社保对象生活保障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医

药费的及时报销。四是拨付资金4080万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工作，

以便更好的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帮助。

（六）财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有关要求，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对债务情况进行了“回头看”，

多措并举去存量，优先置换高成本、短期限存量政府债务，提前

偿还债务5393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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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一是深化财政改革，提高管

理绩效。完善部门预算编制方法，科学制定预算定额，使部门预

算更切合实际。二是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进行评审监督。送审金

额 328816 万元，审定金额 245096 万元，审减率 25.5%。三是做好

政府采购工作，完成政府采购金额 33752 万元，节约资金 1838 万

元，资金节约率 5.4%。四是开展了“一问责八清理”专项治理工

作，组织全县 355 户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社会团体认真开

展了全面清理、自查自纠工作，自查面达到了 100%。

2017 年总体收入完成情况良好，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

正定县与正定新区不平衡。“县区合一”的政策实施，大大加快

了新区的建设步伐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正定新区全年收入增

速达 160%以上，实现高速增长。而正定县全部收入和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3.14%和 18.94%。二是非税收入占比仍然偏

高。全县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为 54.24%，同比

下降了 11.48 个百分点。三是绩效预算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拓

展，评价结果运用还不充分。

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制度机制，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大全域招商工作力度，发挥新区和高新区的特点，在新区

快速发展的同时，支持高新区发展高端实体企业，发展培植财源。

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注重优化收入结构，着力提高税收占比。

二是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

扩大绩效目标执行监控和评价范围，改进绩效评价方式方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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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价结果应用，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支出预算安排挂钩。三是

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全面推进财政内控建设，健全财政资金监

管长效机制，强化财政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截留、挪用、套取、

侵占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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