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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兴安岭地区 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 1月 11日在地区人大工委 2019年第一次委员会议上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财政局   吕英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行署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大兴安岭地区 2018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19年预算草案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9.09 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税收收入 5.67

亿元，增长 5.8%；非税收入 3.42亿元，增长 18.1%。全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资金、调入资金、争取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总量为

81.8亿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67.9亿元，同比下降0.9%。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上级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等，支出总量为 81.8

亿元，收支平衡。 

2、地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2018 年，地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 1.46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38.2%，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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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资金、调入资金、争取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总量为 29.59

亿元；地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4.46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20.7%，同比下降 6.3%，加上解上级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等，支出总量为 29.59

亿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8 年，全区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完成 0.35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33.8%，同比下降

30.5%，加上级补助收入、使用上年结转资金等，收入总量为 2.93

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75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57.6%，同比增长 421.8%，加上解上级支出、结转下年支出、调

出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量为 2.93亿元，

收支平衡。 

2、地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8 年，地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0.09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16.5%，同比下

降 24.5%，加上级补助收入、使用上年结转资金等，收入总量为

1.49 亿元；地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41 亿元，为年初

预算的 99.7%，同比增长 763.7%，加上解上级支出、结转下年支

出、调出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量为 1.49

亿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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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区地方国有企业有 21 户粮食企业，2 户自来水

企业，1 户运输企业，这三类企业属于国家政策性扶持企业，且

多数为亏损企业，按省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要求，即将要改

制重组；还有 1户园区已多年没有收入，处于停业状态，所以没

有缴纳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也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全区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大类社会保

险基金总收入 42.51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41.78亿元，加

上年滚存结余 13.5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4.3亿元。 

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18 年，行署财政局在地委、行署的坚强领导下,在地区人

大工委的依法有效监督下，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地委、行署工作要

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继续以“保工资、保稳定、

保民生”为主线，以提升资金效益、争取上级支持、保障改善民

生、深化财政改革、加强监督管理为重点，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一是财政收入稳步提升。面对全面停伐政策的持续影响，“营

改增”政策性减税和行政性收费减免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全区

上下挖潜增收保盘子，盘活闲置资产增效益，强化重点企业和项

目税源监管，全区财政不仅实现了收支平衡，而且取得了全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省第 4位的好成绩；二是积极向上争

取资金。通过研究政策，主动沟通协调，得到了省财政厅的理解

和大力支持，共向上争取资金 20166万元。具体是重点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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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调整工资补助 4651万元，争取再融资政府债券 8842万元，

新增政府债券 6673万元。争取的资金有效的解决了我区财力困难

的局面，增强了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能力，提高了生态

功能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为我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是切实保障民生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

“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地本级 “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等一

般性支出在多年连续压缩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5.8%；民生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主导地位，达到 56.7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83.5%，

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有限的财力更加集中地用到保民生； 

四是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成立了大兴安岭行署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区政府性债务统筹管理，主动监控，

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平台，对地方政府债务、隐性债务进行统

计监测，按月报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工作进展情况。制定了详细

偿债计划，将当年待偿本金及利息纳入政府预算， 严禁各类违规

举债、担保等行为发生，确保我区政府性债务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五是专项资金精细化管理工作。按照月、季度对县（市、区）的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专项资金支出情况、及资金支出规范化

程度等工作进行考核，确保专项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六是

全面支持深化财税改革。落实国家、省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部署要求，做好我区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

工作；推进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工作，提高财务报告全面性、

准确性、真实性；继续深化预决算公开，通过统一平台、统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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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统一内容、统一格式，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根据省、地关于整顿机关作风和

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进一步明晰完善工作流程。

从履行职能、提升服务能力的站位，对财政工作职能再次进行了

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对 64项工作流程进行了修订和重新编审，共

减少证明类材料 2个，减少审批环节 3个，减少工作时限 4天。

通过完善预算评审机制，积极发挥项目评审在预算管理中的定量

和专业技术支撑作用，做到了依法依规评审、科学评审、阳光评

审，评审项目 44个，送审金额 6219万元，审定金额 5337万元，

审减率 14.18%，审减了不合理支出，化解了潜在管理风险，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中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主要是：随着国有林区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职

工增长工资、提高社会保障、地方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等保

工资、保运转、惠民生方面刚性支出不断加大；地方政府债务又

处于偿债高峰期，每年利息达 4550万元；随着我区人口的不断流

失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企业退休金基数逐年增大，企业养老金

缺口 1.65亿元。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

加以解决。 

三、2019年预算草案 

2019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庆祝改革

开放 40周年大会讲话、视察东北全面振兴的讲话和我区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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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改革、推进林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要，全区收入预算编制

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适应，充分

考虑税收收入分享改革、落实各项减税降费等政策因素的影响，

既要客观，又要积极。支出预算编制要坚持量入为出、统筹兼顾，

结合省财政厅预算编制要求，以“保基本、保运转、保民生”为

根本，按 6%的比例压减一般性支出，支持国有林区改革、基础设

施建设、脱贫攻坚、农林水利、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社会事业

等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支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引导作用。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

般公共预算的统筹衔接，全面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增加资金

有效供给。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019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安排 9.36 亿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3%，加上级补助收入、

争取政府一般债券、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项目后，收入总量

为 61.09亿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57.14亿元，同比上

年完成数下降 15.8%，加上解上级支出、偿还到期政府一般债务、

调出资金后，支出总量为 61.09亿元，收支平衡。 

2、地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019 年，地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安排 1.5亿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3%，加上级补助收入、

争取政府一般债券、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项目后，收入总量

为 24.37亿元；地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2.83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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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完成数下降 6.7%，加上解上级支出、偿还到期政府一般债务、

调出资金后，支出总量为 24.37亿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2019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安排 6138万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76.1%，加上级补助

收入、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后，收入总量为 7391万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7391万元，收支平衡。 

2、地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2019 年，地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安排 1227万元，同比上年完成数增长 36%，加上级补

助收入、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后，收入总量为 1934万元；地本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934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预计全区国有企业经营情况没有改善，没有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未安排相应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全区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大类社会保

险基金预计总收入 47.08亿元；基金总支出 46亿元，加上年滚存

结余 14.3亿元，年末预计滚存结余 15.38亿元。 

四、开拓奋进，攻坚克难，坚决完成 2019年预算任务 

2019 年财政工作要紧紧围绕地委、行署总体工作要求和部

署，以建设龙江新兴安三年攻坚战、打好七大攻坚战为重点，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一是强化收入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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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向上争取，为保障重点支出提供强大支撑。积极应对减税降费

与依法组织收入的关系，全面抓好收入组织工作。通过强化和税

费征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和财税政策变化，加

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税源的监控征管工作，保证应收尽收。

在向上争取工作中，把政策研究和项目储备工作做实，主动汇报，

重点在生态建设、林业体制改革、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事

业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政策研究和跟踪力度，努力争取省财政

厅关注和支持，切实缓解我区财力困难的不利局面；二是加强预

算执行管理，提高服务经济发展能力。落实好我区资金规范化管

理行动方案，加快专项资金下达速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资

金管理，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按照“谁使用

资金谁负责、谁的项目谁推进”的原则，督促预算单位落实预算

执行的主体责任，加快项目组织推进，并进一步加大对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的督导力度，按项目实施进度办理工程结算，以工

程进度带动支出提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年

初预算按不低于 6%压减一般性支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在努力

实现应收尽收的基础上切实保障各项重点支出，积极推动节约型

政府建设，严肃财经纪律，厉行节约，坚决反对各种铺张浪费行

为。对涉及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的民生支出给予重点保障，确保

省、地确定的民生工程、民生实事顺利推进。三是继续加强政府

债务管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2019年行署本级到期政府债券本

金 6,804万元，因地方财力有限，通过申请再融资的形式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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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政府债券，减轻政府偿债压力；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 规

避债务风险，严格控制新增政府债务，在财政部批准的限额内举

借债务，并按要求规范管理。加强政府隐性债务规范管理，控制

新增隐形债务，按期进行债务风险评估，积极釆取措施，调整和

优化支出结构，资金优先用于化解到期隐性债务；四是做好机构

改革经费保障工作。全面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经费保障和资金

拨付工作。切实保障好机构改革涉及部门的正常运转和履职需要。

对于新组建部门新增的筹建或开办等急需支出，按程序审核后预

拨部分启动资金，待研究确定预算调整方案后再清算。 

各位代表，完成 2019 年的预算意义重大，财政工作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让我们在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

围绕本次会议确定的预算目标，自觉接受地区人大工委的监督和

指导，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奋发有为、敢做善成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主动作为，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提高民生福祉，加快

推进林区全面转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以优

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