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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达州市 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大会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

支持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

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市财政运行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10,246 万元，

为预算的 102.76%，增长 10.05%（同口径，下同），其中：税收

收入完成 631,378 万元，为预算的 106.61%，增长 17.86%；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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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入完成 378,868 万元，为预算的 96.94%，下降 0.88%。全

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务部门完成 674,685 万元，增长

18.50%；财政部门完成 335,561 万元，下降 3.74%。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加上省增加我市

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动用上年结转及转贷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等，共调增支出预算 1,684,501 万元，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预算相应变动为 4,204,299 万元。当年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4,186,791万元，为预算的 99.58%，增长 7.59%。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一般性

转移支付补助、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上年结

转、调入资金等 3,659,503 万元，收入总量为 4,669,749 万元。

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上解支出、偿还地方一般债务等支出

4,630,037 万元，全市结存资金 39,712 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

清理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204 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

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 17,508 万元。2018 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598,919 万元，为预算的

116.45%，加上上级补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

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1,974,856 万元。全市政府性基

金支出完成 1,834,745 万元，为预算的 97.23%，主要用于征地

和拆迁补偿、城市公共设施等；加上调出资金、偿还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等支出后，支出总量为 1,922,592 万元。收入总量减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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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量后，结余资金 52,264 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781 万元，为预算的

100%，加上上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994 万元和上

年结转收入 2,257 万元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6,032 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6,032 万元，为预算的 100%，

主要用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及企业发展支出等。

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全市无资金结余。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23,559 万元，为预算的

100%，加上上年结余资金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1,122,394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658,869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提高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等。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后，全市滚存结余

资金 463,525万元。

（二）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5,460 万元，为预算

的 103.66%，增长 11.3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64,674 万元，

为预算的 104.43%，增长 17.95%；非税收入完成 60,786 万元，

为预算的 101.63%，下降 3.21%。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中税务部门完成 179,265 万元，增长 17.93%；财政部门完成

46,195万元，下降 5.36%。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加上省增加市

本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动用上年结转及转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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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共调增支出预算 381,553 万元，市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相应变动为 709,085 万元。当年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696,848 万元，为预算的 98.27%，增长 23.39%。

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一般性

转移支付补助、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上年结

转、上解收入等 1,338,418 万元，收入总量为 1,563,878 万元。

收入总量减去当年实际支出、上解上级、补助下级、偿还地方一

般债务、转贷各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支出 1,543,675 万元，市

本级结存资金 20,203 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后，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7,966 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而结转下年继续

使用 12,237万元。2018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 7,966 万元全部按规定补充市本级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 6,570 万元，主要用于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置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并已列入相关

支出科目决算数。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14,815 万元，为预算的

103.73%，加上上级补助、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

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713,741 万元。市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完成 584,371 万元，为预算的 98.54%，主要用于征

地和拆迁补偿、城市公共设施等；加上补助下级支出、调出资金、

转贷各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出后，支出总量为 705,1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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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结余资金 8,635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197 万元，为预算的

100%，加上上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994 万元和上

年结转收入 1,848 万元，收入总量为 5,039 万元。市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5,039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国

有企业改革、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及企业发展支出等。收入总量减

去支出后，市本级无资金结余。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79,599 万元，为预算的

100%，加上上年结余资金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794,453 万

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42,862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等。收入总

量减去当年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缴统筹基金等支出后，市本

级滚存结余资金 251,591万元。

（三）重点支出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各级继续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支持。

1. 农林水事务支出 973,240 万元，增长 24.53%。

2. 教育支出 742,887万元，增长 10.84%。

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18,887 万元，增长 5.20%。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4,108 万元，增长 7.21%。

5. 科学技术支出 15,413 万元，增长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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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6,057 万元，增长 10.46%。

7. 住房保障支出 281,897 万元，增长 12.45%。

（四）对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18 年，对县（市、区）转移支付 2,423,298 万元，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 1,337,47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1,085,823 万元。

主要用于“三农”投入、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交通运输、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补助支出。

上述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均为快报数，决算批

复后将有一些变化，届时我们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18 年财政工作

2018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扎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一）增“定力”强意识，自觉接受人大经常性监督。全面

贯彻《预算法》，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积极配

合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按规定及时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

政府债务、预算调整和决算草案。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指导，

加大与代表沟通交流力度，认真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 23 件，满

意率达 100%；积极听取和吸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持续改进

财政工作。

（二）聚“合力”筹资金，财政收支实现历史性突破。坚持



7

依法征收、科学堵漏，切实加强收入征管，努力把经济发展的优

势转化为税收收入的增势，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全市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 100亿元，高于年初预算增幅 2.25个百分点，

税收占比提升至 62.49%，比上年提高 4.63个百分点。统筹抓好支

出预算执行，优化和调整支出结构，加快资金分配拨付进度，支

出首次突破 400亿元。全市民生支出实现 296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70.91%，连续 7年保持在 70% 以上。

（三）尽“全力”促建设，服务发展取得显著性成效。全面

实施预算执行中期评估，盘活存量资金、统筹零散资金，集中财

力保障中央、省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继续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努力克服严峻的筹资形势，奋力推进“项目攻坚突破年”

活动，大力支持塔沱片区开发、环城路二期、莲花湖湿地公园等

一批拓展城市骨架、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的重大工程建

设。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全市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入库项目 65 个，其中管理库项目 30 个，数量居全省第六

位。向上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60.7 亿元，置换债券 33.4 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新型城镇化、污染防治、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项

目建设和存量债务置换。严格实施减税降费，有效减轻了实体经

济发展负担，增强了发展活力。

（四）下“大力”惠民生，支持社会事业持续性改善。按照“保

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原则，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完善财政保

障机制，增强民生政策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全市九项民生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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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件民生实事预算执行总额达到 80.51 亿元，为年初预算安排

的 109.49%。继续推动公益性文化体育设施免费开放，足额落实

基层文艺演出等补助资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升

至每人每月不低于 520 元、330 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由人均 450 元提升至 490 元，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比上年提升 10%。大力支持脱贫攻坚，全市四

项扶贫基金规模累计达到 9.9 亿元，2018 年全市统筹拨付扶贫

资金 65.71 亿元。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开局年”活动，率先设立

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

村振兴建设。

（五）举“重力”推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系统性推进。着重

突出改革创新，加力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

署，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年度改革任务全面完成。2018 年

相继制定出台了《达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关

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实施意见》等 12 项财税改革措施。

完善转移支付分配管理办法，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

促进财力向基层倾斜，市县财政改革取得新进展。全面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绩效管理提质扩围、提档升位，市级预算单位全

部纳入绩效管理范围，2018 年共选取 20 个预算安排项目、16 个

市级部门开展了绩效评价，绩效管理改革取得新突破。

（六）强“压力”防风险，从严债务管理全面性落实。认真

落实政府性债务管理新要求，积极应对债务管理新情况，修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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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达州市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工作方案》、《达

州市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债务管理体系进一步

完善。全面配合审计署成都特派办、财政部四川专员办、省审计

厅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调查和审计，清理整改不规范融资担保行

为，整改覆盖面达到 100%。严格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461.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 35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05.4 亿元，低于省财政厅核定的

债务限额 489.4亿元，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各位代表，2018 年以来，我们面对多年难遇的复杂形势，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上述成绩的取

得，是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指导及代表

委员们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市各级全力以赴、奋力拼搏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面临较大压

力，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尚需进一步提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逐步加以解决。

三、2019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市委总体部署，按照“收

入预算实事求是、积极可行”、“支出预算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原则，合理编制 2019 年财政预算，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如下：

（一）2019 年全市财政预算草案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1,060,758 万元，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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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增长 8.0%，其中：税收收入 686,939 万元，增长 8.8%；加上

上级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1,366,213 万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0,272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1,150

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33,886 万元；扣除上缴上级

支出 104,883 万元，收入总量为 2,367,396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

原则，全市支出预算为 2,367,396万元，增长 7.39%。在此基础上，

加上省预通知的 2019 年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338,574 万元，上年

结转收入 17,508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23,478 万元。

重点支出安排是：教育支出 578,802 万元，增长 9.97%；科学技

术支出 13,922 万元，增长 9.40%；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3,261

万元，增长 7.89%；城乡社区支出 96,231，增长 8.56%；节能环

保支出 57,424万元，增长 9.19%；农林水事务支出 304,730万元，

增长 9.22%。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为 1,362,375万元，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 52,264万元，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1,414,639万元。

按照对口安排的原则，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为 1,414,639

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为 2,349 万元，无上年结

转收入。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为

2,349万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算为 757,469 万元，加上上年

滚存结余 463,525 万元，收入总量为 1,220,994 万元；按照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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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支出政策，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算为 700,748

万元，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进一步提高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本年收支结余 56,721 万元，年末滚存结

余 520,246 万元。

（二）2019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

2019 年，市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238,988 万

元，同口径增长 8.0%，其中：税收收入 179,165 万元，增长 8.8%；

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303,632 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000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230 万元；扣除上缴上级支出和补助下级一般性转移支付等支出

202,947 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348,903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

市本级支出预算为 348,903 万元，增长 7.61%。在此基础上，加

上省预通知的 2019 年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87,291 万元、上年结转

收入 12,237 万元，扣除补助下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61,672 万元

后，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6,759 万元。重点支出安排是：

教育支出 45,001 万元，增长 9.87%；科学技术支出 6,109 万元，

增长 9.8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1,775 万元，增长 8.52%；城

乡社区支出 33,443万元，增长 9.22%；节能环保支出 9,267 万元，

增长 9.12%；农林水事务支出 28,924 万元，增长 9.71%。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为 424,185万元，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 8,635 万元，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432,820 万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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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对口安排的原则，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为 432,820

万元，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城市建设等。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为 1,042万元，无上年结

转收入。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

为 1,042 万元，主要用于解决市属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

成本、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等。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算为 603,160 万元，加上

上年滚存结余资金 251,591 万元，收入总量为 854,751 万元。按

照现行社会保险支出政策，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算为

575,958 万元，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进一

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

本年收支结余 27,202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78,793 万元。

以上市本级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

四、2019 年财政工作

2019 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将认真贯彻中央、省和市委决策

部署，组织落实好本次人代会关于财政预算报告的审查意见和相

关决议决定，算好“六本账”，奋力构建支持建设四川东出北上

综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创建全省经济副中

心的财政保障体系，着力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算好政治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全面加强党

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确保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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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鲜明“抓

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导向，全面夯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持续

深入推进全市财政系统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财政

干部队伍，为更好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提供坚强保证。

（二）算好精细账，开创财政增收节支新局面。充分发挥财

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力培植财源、涵养税源，夯实增收

基础，努力提高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创新工

作思路，紧扣收入预期，密切关注经济走向，以促进经济稳定确

保收入增势。继续完善财经大数据平台功能，依靠大数据分析堵

塞收入漏洞，做到应收尽收。进一步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聚“零

钱”为“整钱”，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坚持保运转、保民生、保

重点、优结构“三保一优”，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除正常运转刚

性支出外，压减一般性经费支出 5%，将节省的资金用于保障市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落实。

（三）算好产业账，开启财政支持发展新篇章。坚定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落实好更大规模减税和更为明显降费各项举措，做

好“六稳”涉及财政的各项工作，支持经济稳定增长，推进“五

个高质量”发展。加大资金统筹力度，集中财力支持建设四川东

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多方式、多渠道筹集、引

导资金支持“6+3”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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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机制，聚焦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拉动政府性

投资，支持重大民生项目、生态环境等领域建设，为争创全省经

济副中心贡献财政力量。研究零散基金整合机制，增强财政资金

的引导撬动作用。优化专项资金使用方式，改项目补助为要素补

助，重点推进民营企业用电、用气、资金等要素成本下降。认真

落实招商引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推进第二工业园区建设和达钢

集团异地搬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四）算好民生账，开辟实施乡村振兴新路径。坚持把有限

的资金用于解决最突出、最紧迫的民生问题，集中力量保障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线民生工作，确保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70% 以上。

财政支出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同步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战略。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

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

目标任务相适应。深化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助推农业信贷担

保服务网络向更广范围延伸。探索财政贴息政策，完善政策性农

业保险补贴政策，降低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成本，激发金融机构、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五）算好效益账，推进改革创新实现新突破。继续实施市

县财政改革两年攻坚计划，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步伐。深入贯

彻落实《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精神，突出绩效导向，

强化绩效理念，落实主体责任，促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有机融合，加快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进程。从 2019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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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所有预算单位均设置绩效目标。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服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适应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六）算好长远账，迈出依法理财管财新步伐。全面落实依

法行政、依法理财要求，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完善覆

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全面贯彻《预

算法》，深入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的改革要求。全面落实隐性债务审计整改要求，认真梳理隐性债

务结构，分析测算偿债能力，排查隐性债务风险隐患。坚持“分

级负责、归口管理、统筹协调、分工负责”和“谁举借、谁偿还”

的原则，制定防范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从严

整治地方举债乱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通过多渠道筹资、

市场化经营项目和压缩一般性支出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偿还隐

性债务，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各位代表，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达州建市 20周年，

做好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贯彻大会决议，认真办理和落实人大代表建议，自觉接受市

人大的监督指导，认真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建议，严格依法行政、

依法理财，为加快建成四川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结合

部区域中心城市、奋力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贡献坚实的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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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1. 政府预算：政府预算是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经过国

家权力机构的审查批准方能生效，是国家的重要法律文件，所有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政府预算不单纯

是政府年度经济计划在财政收支上的体现，它还是人民意志的反

映，更多地涉及公共管理以及政治层面。

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地方

公共财政收入，是指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财政部门

依法组织纳入本地区（或本级）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包括税收

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专项

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等。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即公共财政支出，

是指通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

4. 同口径增长：为客观、科学反映年度间财政收支增长变

化情况，一般以基期年为基础，将由于财政体制调整、国家收支

政策变化等形成的一次性因素和其他不可比因素进行调整后计算

的增长比例 ,也称同口径增长。

5. 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对自有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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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按财政体制规定上级财政给予的返还与补助收入）不能满足

支出需求或上级政府出台减收增支政策形成财力缺口的地区，按

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接受补助的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

定统筹安排和使用。其主要目标是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能力的均等化。

6. 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也称专项拨款补助，是指

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

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

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上级政府的特定政策目

标，并实行专款专用。

7.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

过超收或清理整合结余资金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用于弥

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

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

8.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中共中

央办公厅于 2018 年 3 月发布《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

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称，人大通过审查监

督支出预算和政策，保障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包括支出预算的总量与结构，部门预算，

财政转移支付，政府债务等。指导意见明确，强化地方政府预算

约束，规范举债融资行为。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于 2018 年 10 月印发了《关于做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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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工作的通知》，对

加强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的审查监督、政府性债务的审查监督、一

般性转移支付预算的审查、推进预算编制细化工作、推进支出绩

效监督等进行了细化。

9.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

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

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0. 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

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

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

11.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PPP）模式：广义的 PPP 是指

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授

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主要包括 BOT（建设 - 运营 - 移交）、BOO

（建设 - 拥有 - 运营）等模式。狭义的 PPP 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在

总结传统 BOT 等模式不足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一种新模式，与传

统 BOT 的原理相似，可由“使用者付费”或“政府付费”，但比

传统 BOT 更强调双方的全过程合作。

12. 政府性基金预算：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

理的决定》（国发〔1996〕29 号）的有关规定，从 1996 年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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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批准征收的部分政府性基金（收费）和地方财政按国家规

定收取的各项税费附加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按照财政部的规定，

政府性基金全额纳入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

国库，先收后支，专款专用；在预算上单独编列，自求平衡，结

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单独编列的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就称为基

金预算，收入称为基金预算收入，支出称为基金预算支出。

1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政府以资

本所有者身份从出资企业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对所得收入作

出支出安排的管理活动。

按照《达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达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管理办法 > 的通知》( 达市财企〔2018〕26 号 ) 的规定，编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中期财政规划要求，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滚动编制，以收定支、不列赤字，

保持与政府公共预算之间的相互衔接。县级以上政府是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的编制主体；县级以上政府财政部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的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部门或机构是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的预算单位。财政部门编制的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草案报本级政府审定后，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

14. 社保基金预算：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自 2010 年起开

始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目前已完成 9 年预算编制工作。2010

年预算编制范围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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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基金，2011 年新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2012 年新增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2014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2016 年新增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18 年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基金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由省上统一编制基金预算；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县级统筹，由各县（市、区）编制基金

预算；其余险种实行市级统筹，由市上统一编制基金预算。

15.政府债务：政府债务指各级政府为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

需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具体包括：经国务院批准纳入

政府债务管理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形成的债务；

符合国家规定的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形成，需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

任的债务。政府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一般债务是指项

目没有收益、计划偿债来源主要依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政府债

务。专项债务是指项目有一定收益、计划偿债来源依靠项目收益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能够实现风险内部化的政府债务。

16. 财政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是政府向社会提供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

段。财政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财政职能作用的发

挥离不开财政监督。没有财政监督，财政职能就不完整。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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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财政监督分为广义的财政监督和狭义的财政监督。狭义的

财政监督是指国家为保障财政分配活动正常有序运行，对相关主

体的财政行为进行审查、监控、检查、稽查、督促和反映的总称。

广义的财政监督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活动。

17.“六稳”：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18.“五个高质量”：市委四届六次全会提出推进经济发展高

质量、推进改革开放高质量、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推进生态环

境高质量、推进人民生活高质量“五个高质量”。



达州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2019年 2月 20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