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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材料

关于虞城县2021年财政决算
和2022年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 告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会议上

虞城县财政局局长 张晓莉

尊敬的王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1 年财

政决算和 2022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

一、2021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11.95 亿元，实际

完成 11.95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00%，增长 8.5%，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 8.35 亿元，非税收入完成 3.6 亿元，税收占

比 69.86%。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40.25 亿元、债务收入 2.42

亿元等，收入总计 54.62 亿元。

2021 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44.95 亿元，为调整

预算的 88.66%，下降 23.36%(支出下降主要是落实国务院有

关要求，支出核算列报口径由权责发生制调整为收付实现

制）。加上上解支出 2.66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15 亿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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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计 48.88 亿元。

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62 亿元，下降

3.9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17 亿元，非税收入完成 3.45

亿元。

县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36.77亿元，下降29.56%，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1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 1.5 亿

元，教育支出 9.57 亿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8.47 亿元，

卫生与健康支出 5.17 亿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4.77 亿元，交

通运输支出 0.55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预算为 17.1 亿元，实

际完成 17.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90.22%。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预算为 33.49 亿元，实

际完成 21.15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63.16%，下降 11.43%。

（三）政府债务情况

2021 年底系统内政府债务余额 53.71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13.18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40.53 亿元。全县政府

债务余额在省核定的限额内。

（四）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2021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财税经济形势及困难挑战，我

们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县人大有

关决议要求和批复的预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有力推动了经济恢复性增长和社会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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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力支持经济稳定恢复增长。全县争取政府债券、

转移支付等上级各类资金 59.38 亿元，推进教育、卫生健康、

交通、市政等项目建设。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减税

降费 5500 万元，缓税 1550 万元，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全

县科学技术支出 1.19 亿元，增长 17.22%，支持科技成果转

化、创新研发平台建设等，保障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二是高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5.1 亿元，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

放农业补贴 1.75 亿元，各项惠农补贴政策落实到位。筹措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76 亿元，扛稳粮食

安全重担。发放临时救助资金、贫困户小额贷款 1736.7 万

元，惠及 6220 人次，杜绝因灾、因疫情致贫返贫现象发生。

拨付农村公路改造资金 9800 万元，改善群众出行环境。

三是持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全县民生支出35.96亿元，

占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80％，着力解决好就业、教育、

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落实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81 亿元，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保障城乡低保、五保等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进一步提高。

落实教育支出 9.57 亿元，改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

高中办学条件。落实卫生健康支出 5.2 亿元，拨付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资金 3.5 亿元，助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2693 万元，全方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实现“一卡统发、一卡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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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全口径预算管理，统

筹精准调度库款，增强民生改善和托底保障能力，坚决兜住

“三保”底线。强化政府债务管理，严禁违法违规举债融资，

坚决遏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足额安排偿债资金，顺利完成

年度隐性债务化解任务，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五是稳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筹

推进绩效管理改革，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贯穿项

目和资金全过程。省财政直管县改革顺利推进，预算管理一

体化加快推广，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财政直达资金

常态化机制不断完善。连续 3 年向县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实现国有资产报告全覆盖。

2021 年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较好，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

战，主要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加大，财政资源统筹能

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不够精细，预算执行管理仍

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需要进一步强化。对此，我们将攻坚克难，积极作为，不断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能力。

二、2022 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全面实施“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一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今年以来，全县

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依法加强和改进财

政预算管理，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1—6 月份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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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

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28 亿元，为年

初预算的 65.36%，增长 21.7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 亿

元，非税收入完成 3.28 亿元，税收占比 60.44%。全县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28.37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74.92%，下降

25.9%。

1—6 月份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55 亿元，为

年初预算的 93.23%，增长 13.27%。县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

出完成 24.43 亿元，下降 27.91%。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6 月份，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57 亿元，为年

初预算的 6%，下降 56.19%。

1—6 月份，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9.33 亿元，下降

53.5%。

3.政府债务情况

1—6 月份新增债券 17.12 亿元，截至 6 月底系统内政府

债务余额为 70.8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3.96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56.85 亿元。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疫情等不确定性

因素依然较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增长仍面临较大困难和挑

战，我县自身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加之房地产市场恢复不

及预期，财政收入保持持续稳定增长难度较大。而科技、教

育、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偿还到期债务、“三保”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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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支出仍然较大，财政收支矛盾更加凸显，财政收支紧平

衡进一步加剧。

（二）2022 年下半年工作

我们将深入贯彻县委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县人大批准的

预算，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大要求，落实落细国家、省市县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进一

步推动财政资源统筹、资金协同、政策聚焦，为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

一是持续精准发力，稳定经济大盘。坚持“项目为王”，

支持适度超前开展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项目建设，支持

“三个一批”等重大工程滚动推进。加快各类资金支出进度，

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和惠

企帮扶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统筹安排资金，推进重点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二是坚持过紧日子，保障重点支出。坚决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

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集中财力用于保“三保”及保

市场主体、疫情防控、偿债等重点支出，保障县委县政府确

定的重大项目建设，保障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升

级等重大战略实施。

三是严格预算管理，切实防控风险。健全财政运行分析

调度机制，加强资金调度和库款监测，全力“保工资、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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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保基本民生”，切实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加强政府债务

风险动态监控，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风险，稳妥化解隐性

债务存量，守住政府债务风险底线。加强资产管理，项目收

益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确保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切

实加强风险防控。

四是持续深化改革，提升管理水平。积极推动预算管理

一体化建设，实现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管理等工作协

同推进和数据共享。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建成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精细管理直达资金，

确保直达资金使用全程可监控、可追溯。持续强化财政监管，

健全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确

保财政资金安全、合规、有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县经济发展面临的挑

战依然严峻，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我们将紧紧围

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攻坚克难、担当作为，为全县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贡献

财政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虞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8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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