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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七）

关于叶县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2年4月27日在叶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叶县财政局局长 薛 涛

各位代表：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叶县 2021 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

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士提出意见。

一、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特大暴雨洪灾对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

的监督指导下，财政工作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努力保障供给，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

进良好态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圆满完成了县十五

届人大六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01 亿元，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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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算，下同）的 100.1%，同比增长 21.4%，其中：税收

收入完成 7.74 亿元，为预算的 100.5%，同比增长 26.9%；非税

收入完成 3.27 亿元，为预算的 99.1%，同比增长 10.3%。税收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0.3%。（具体数据见附表二）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33.3 亿元，预算执行中

因新增上级专项追加、转移支付、债券资金等安排支出，支出

预算调整为 46.5 亿元，实际完成 46.8 亿元，为年预算的

100.6%，同比增长 8.2%。（具体数据见附表三）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0.1 亿元，为预算

的 110.1%，同比增长 24.7%。支出预算完成 12.9 亿元，为预算

的 94.2%，同比增长 10.4%。（具体数据见附表四、附表五、附

表六）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1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71 亿元，为预

算的 100%。支出预算完成 2.02 亿元，为预算的 100%。（具体

数据见附表十八）

（二）政府债务情况

上级下达我县 2021 年政府债务限额 40.16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18.1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1.99 亿元。我县严格按

照上级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控制债务规模，截止 2021 年底，全

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36.96 亿元，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低于省定限

额,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5.7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1.2 亿



- 3 -

元，债务率 64%，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具体数据见附表十

三、附表十七）

（三）落实县人大决议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财政部门按照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决议和

审查意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较好地服务了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1.财政收入再创新高。2021 年，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

下，财政部门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勇毅前行，努力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特大暴雨洪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开展耕地占用

税、契税等专项清查活动，圆满完成收入任务。全县财政收入

总量突破 20 亿元大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双双突破 10 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近年来首次

突破 70%，创历史新高。2021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居平顶山 6 县（市）第 2 位，居全省 104 个县（市）第 6 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居全市第 5 位，居全省第 72 位，比

2020 年前移 7个位次。

2.应对灾情疫情挑战。积极应对灾情疫情双重挑战，全力

做好防汛、抗疫资金保障。

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2021 年，叶县连续遭受洪涝、

大风等自然灾害冲击，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基础设施

损毁严重，对全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灾情

发生后，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强化担

当、主动作为，全力支持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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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1.65 亿元，支持受灾群众临时生活

救助和水库河道抢险工作开展。紧急拨付抢险救灾专项资金，

支持抗险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受灾地区和群众尽快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支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落实

9969 万元用于支持防控设备和物资购置、疫苗接种、核酸检测

等工作，加快县医院发热门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建设。落

实贷款贴息、融资服务等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共克时艰。

3.增加经济发展动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发展，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集聚新动能。

支持科技创新优势。2021 年，全县科技支出 5973 万元,同

比增长 16%。其中：安排 484 万元用于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安

排 666 万元用于企业科技创新奖励；安排 3693 万元对企业给予

研发补助；安排重大科技专项资金 200 万元，助力科技企业创

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安排 1.05 亿元，支持两个开发区

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政策落实等，加快尼龙新材料、制

盐、聚碳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进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向平煤神马天泰盐业、广达铝

业等 58 家企业拨付各项资金 2453 万元，为企业纾困解难。落

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全年累计减税降费 2.43 亿元，为市场主

体增添活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向上级财政部门争取专项债

券资金 4.92 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重要项目

建设。谋划 PPP 项目 11 个，总投资约 60 亿元，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PPP 项目入库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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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数、落地数、融资成功数均在全市各县（市、区）排名第一。

4.支持城乡统筹发展。保持财政支农惠农投入力度，持续

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促进城乡统

筹发展。

稳步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

实过渡期内“四个不摘”要求，持续推动乡村振兴策略，促进

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2021 年投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3.64 亿元，安排项目 81 个，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总体保持稳

定。扛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安排 1.87 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安排 1.5 亿元，

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等，提升农业生产

机械化水平，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争取产粮大县补贴

资金 4602 万元，产油大县补贴资金 382 万元，生猪调出大县补

贴资金 1017 万元，发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4967 万元，保

障粮食和油料生产安全。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争取省级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30 个，统筹安排 1500 万元，支持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申报村级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22 个，

安排 626 万元，支持农村公路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目前 22

个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申报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4 个，安排

536 万元，开展村内游园、广场和绿化等美丽乡村项目建设，

激发乡村活力和内生动力，目前 4 个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持

续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健全和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全面推

进三大粮食作物成本保险县域全覆盖，促进农民有效保收和增



- 6 -

收。全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 4000 万元，充分发挥农业保险

经济效益“稳定器”作用。支持美丽叶县建设。落实资金 1.46

亿元，支持交通路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实资金 2736 万

元，用于公交运营补贴等，提高城乡客运公交化率。落实资金

1.12亿元，用于污染防治、环境治理、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等。

5.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持

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办好重点民生实事，全县民生支出合

计 38.93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83.1%。

推动高质量就业创业。落实就业专项资金 2185 万元，推进

脱贫人口、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落实 1.65 亿元，

持续推进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落实。落实普惠金融相关政

策，引导金融机构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339 万元。落实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资金 661 万元，支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惠及

26891 人。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落实 8.64 亿元用于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救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残疾人“两项补贴”、高

龄老人津贴等。落实 373 万元，支持免费开展农村和城市低保

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落实

5303 万元，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推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落实 5736 万元，支持做好退役军人

安置保障和优抚优待及抚恤工作。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

9.08 亿元，促进教育服务均等化，推进教育事业公平发展。助

推社会事业发展。落实老旧小区改造资金 1096 万元，棚户区改

造资金 2.15 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开展，促进群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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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乐业。落实资金 157 万元，支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改

造，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落实 1973 万元，保障公共安全稳

定有序。落实 1529 万元，保障水库移民后扶资金落地落实。

6.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重大民生领域和财税金融

领域改革，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根据省财政厅和市财政局预算一体化

建设应用工作推进要求，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将财

供人员工资统发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顺利完成 2022 年部

门预算编制工作，提升了预算管理工作水平。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根据全面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求，扎实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2021 年以来，组织 83 家一级预算单位填报了部门

预算绩效目标，实现了 2021 年部门预算资金绩效目标的全覆

盖。对 2021 年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进行绩效监控，初步建立预算

绩效双监控格局。完成城雕公园、绿色廊道等项目的财政重点

评价，发布了平顶山市第一份整改通知书，建立了由绩效管理

部门评价、单位整改、财政局支出口追踪整改进度的链条，完

善了财政重点评价工作。出台了教育、体育等行业的分行业指

标体系。加强国资国企管理。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国有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共上报 234 家单位

（含二级机构）资产清查报表，进一步摸清了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经营性资产情况、资产质量和经营成果，进一

步规范了国有资产管理，提升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严格落实向

县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要求，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深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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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票据改革。完成系统培训、信息采集、系统升级等基础工

作，实现全县 126 个用票单位开具财政电子票据全覆盖，进一

步规范了财政票据管理。严格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积极推

动直达资金惠企惠民政策落实，2021 年我县收到各类直达资金

14.67 亿元，全部分配完毕，分配进度 100%。加强预算执行动

态监控。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监督

管理。全年共办理支付业务 49.47 亿元，拒付各项不合规支出

1512 万元。对涉及不合规支出和不规范票据从源头上进行监

控，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提高财政投资评审效率。进一步

规范和完善财政投资建设项目评审流程，提升评审质量和评审

效率，全年评审项目 406 个，送审金额 33.82 亿元，审定金额

31.37 亿元，审减 2.45 亿元，审减率 7.2%。深化政府采购领域

改革。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全年完成政

府采购金额 15.14 亿元，节约资金 1.73 亿元，资金节约率

10.3%，有效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全力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各位代表，2021 年财政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本届政

府圆满收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五年来，财政工作立足全县

大局，勇于攻坚克难、积极创优争先，切实保障了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过去五年，财政民生支出累计 182 亿元，占财政

支出的 83.5%。过去五年，财政资金投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累计 21.9 亿元。过去五年，财政收入由 9.57 亿元增至 21.2 亿

元，比 2016 年净增 12 亿元，是 2016 年的 2.3 倍，其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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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收入比 2016 年净增 4.4 亿元，是 2016 年的 1.7 倍。

因各项工作表现突出，财政部门先后荣获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全省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先进单位、全市财政预算工作先

进单位、全市预算执行分析和决算工作先进单位、全市地方债

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全市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先进集体、

全市农业财政工作先进集体、全市会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全

市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和基层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评价优

秀奖、全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工作先进单位、全县先进基层

党组织、叶县人民政府集体三等功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县委、县政府总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

协依法监督、精心指导的结果，是各乡镇（街道办）、县直各

部门以及全县人民齐心协力、狠抓落实的结果。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县财政运行和预算管理工作还面临一些问

题和挑战，主要是：“三保”和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污染防

治等硬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财政收

入增长基础不够稳固，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不

够精细，预算刚性约束不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力度需要进一

步加强，财政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我们

将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2 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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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叶县

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编制好 2022 年财政预算、做好各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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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对保持全县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

重要意义。

2022 年全县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

指引，认真落实县委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聚焦县委“45797”工作任务，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

构保战略”，扎实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

精准、可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优化支

出结构，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风险防控，锐意进取、笃行

不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财政收入安排意见

根据目前我县财源状况，2022 年，全县财政收入计划安排

22.76 亿元，增长（同比增长，下同）8%，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安排 12.66 亿元，增长 15%（具体数据见附表八）；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0.1 亿元，增长 0.4%（具体数据见附

表十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计划安排 3.03 亿元，增长

7%。（具体数据见附表十八）

（二）财政支出安排意见

按照“统筹兼顾、量入为出、确保重点”原则，全县财政

支出预算计划安排 56.21 亿元，扣除因按收付实现制决算形成

的结转资金需列入 2022 年支出的不可比因素后，可比口径增长

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1.17 亿元，可比口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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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具体数据见附表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5.04

亿元，可比口径增长 4.7%（具体数据见附表十六）。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2.13 亿元，增长 6%。（具体数据见附表

十八）

2022 年，财政支出安排将紧紧围绕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

署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区分轻重缓急，兜紧兜牢“三保”底

线，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但由于财力有限，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较多，部分项目需求没有列入年初部

门预算，敬请大家予以谅解。为强化年初预算刚性约束，确保

实现全年财政收支平衡，在预算执行中，将充分与单位收支状

况、存量资金和上级补助情况相结合，统筹拨付资金。年度预

算执行中的有关情况将向县人大常委会另行报告。

（三）财政重点工作安排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统筹发挥各项财政政策

作用和资金使用效益，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多措并举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开展税收专项治理。组织

开展环保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污水处理费等整治工作，督

促相关税收及时足额入库。二是培植财源增加活力。坚持组织

收入与培育财源两手抓，着力围绕税源培植，推动财政增收。

三是加强土地资产盘活。协调相关单位排查全县占地审批情

况，及时足额征收耕地占用税，盘活土地资产。四是加强划转

税务部门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收入征收工作，确保不

因征收主体变化而影响收入征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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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产业提质增效和创新协调发展。牢树“项目为王”

理念，以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

支持两个开发区建设，支持华博润新材料 TPU 粒子及制品、神

马股份退城进园、PC 项目二期、双酚 A 项目二期、天力产业园

等项目建设。聚焦市场主体减负纾困，助力“万人助万企”工

作，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帮助市场主体焕发生机。聚焦科技创

新，加大科技投入，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整合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打造县域产业特色。

3.聚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助力城市提升。加快完善城市道

路改造、供水、供热、供气等基础设施。加快污水处理厂、城

镇污水管网建设，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支持深入开

展“四水同治”、沙河生态修复等项目建设。支持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建设，全面改善环境质量。强化

住房保障，支持公租房、棚改安置房建设。深入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全力支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致贫底线。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支

持国家优质粮源基地示范县建设。根据全面实施小麦、水稻、

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的要求，扩大粮食作物成本保

险范围，推动农业保险政策“扩面、增品、提标”高质量发

展。支持完善乡村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支持农村路网、电网、通信

和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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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做好普惠金融政

策的推进以及粮食安全生产工作。

4.持续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支持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支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好创业

就业等补贴政策，支持做好昆北职业教育科技园区规划项目，

持续深化“人人持证、技能叶县”建设。继续加大教育投入，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按时足额发

放退休人员养老金，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城

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残疾人保障政策，保障其生存发展

权益。继续支持做好退役军人优抚工作，切实保障和维护军人

及其家庭权益。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支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叶县。

5.持续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全面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

坚持“以收定支”，量力而行。优化支出结构，把“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放在首要位置。贯彻落实好“过紧

日子”要求，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

解政府性债务风险。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机制和流程。扩

大评审范围，提高评审效益。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盘活

存量国有资产，规范评估、处置工作，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推进县属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加大资产装入力度，提升融

资和担保能力，强化风险管控，确保县属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6.持续锤炼财政干部能力作风。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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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载体，狠抓干部能力提升、作风提优、工作提效，以扎实

的作风推动工作效能提升。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

自觉和韧劲，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推动财政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忠诚、干

净、担当作为选人用人导向，让有为者有位，为担当者担当，

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积极性，努力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三、加强和改进财政预算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思想，坚决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非急需支出，严控

“三公”经费，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努力降低行政运行

成本。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保障民生及重点领

域支出。

（二）加快推进零基预算管理改革。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

固化格局，精简归并方向相同、性质相近的专项，进一步压减

标准过高、承诺过多、不可持续的项目，取消低效无效以及框

架性、概念性的项目，建立“能增能减、有保有压、能上能

下”的预算安排机制。强化项目支出预算评审，不断提高财政

资金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

（三）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预算支出与各类存量

资源的有机衔接，提高预算完整性和财政统筹能力，统筹各类

资金资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财政支

出标准化，强化标准对预算的约束作用。加强项目支出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入库评审机制和项目滚动管理机制，加强项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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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审核，切实发挥项目库基础支撑作用。加强财政信息化建

设，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规划

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严格落实预

决算公开各项要求，不断拓展公开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四）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

理，优先保障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做好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工作及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工作。妥善处置和化解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隐

性债务风险。在争取债券资金的同时，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

资金支出进度，切实发挥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省、市财政体制改革决策

部署，落实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会同县直部门加大

对省级部门的汇报力度，争取省级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等方

面的倾斜支持，形成省市协同支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

格局。

（六）稳步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严格事前绩效评估，

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实绩效运行监控。做好已完成初评项目

的反馈和结果应用工作，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管理、资金拨

付、预算安排等有机结合，将绩效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安排预

算、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的有效衔

接机制。

（七）切实严肃财经纪律。牢固树立预算法治意识，管好

用好各项财政资金。依法依规加强收入征管，如实反映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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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情况，着力提高收入质量。加强财经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预

算管理制度。加强暂付性款项管理，严控新增暂付款，加大存

量消化力度。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管，完善国库集中收付管

理，认真落实常态化直达资金机制，严格落实向县人大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重点绩效目标评价等要求，健全财政资金监督机

制，加强审计监督和财会监督，切实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各位代表，2022 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

在县委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

议，开拓进取、砥砺前行，确保完成各项财政目标任务，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叶县贡献财政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叶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 2022 年 4月 26 日印

（共印 76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