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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叶县财政决算和 2022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叶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上

叶县财政局局长 薛 涛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叶县 2021 年财政决

算及 2022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并提出意见。

一、2021 年财政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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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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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决算收入

2021 年，全县财政决算收入 21.07 亿元，同比增收 3.94 亿

元，增长 2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1.01 亿元，

同比增收 1.94 亿元，增长 21.4%。分部门看，税收收入累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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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7.74 亿元，同比增收 1.64 亿元，增长 26.9%；非税收入累计

完成 3.27 亿元，同比增收 3041 万元，增长 10.3%。税收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0.3%，同比提高 3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

收入累计完成 10.06 亿元，同比增收 2亿元，增长 24.7%。

（二）财政决算支出

2021 年，全县财政决算支出完成 50.8 亿元，为年预算的

107.7%，同比增长 1.7%，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0.9 亿

元，为年预算的 117.1%，同比增长 2.6%。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9.9 亿元，为预算的 94.2%，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增长 10.4%。

（三）预算执行结果

2021 年，我县总财力为 62.6 亿元（含债券收入、上年结余、

调入资金等，下同），总支出为 57.4 亿元，年终结余 5.2 亿元，

全部结转下年支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 46.8 亿元，一

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 46.8 亿元（含上解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等），

年终结余 2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15.8 亿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总支出为 10.6 亿元，年终结余 5.2 亿元（包含当年已

安排至预算单位但实际尚未支付到项目中、需结转下年继续用于

原项目支出 3.23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结余 1.97 亿

元），结转下年使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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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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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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5.76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21.2 亿元，债务率 64%，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低于

省定限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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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财政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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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放在首要位置，兜紧兜牢“三保”底线，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民生改善。在抗疫特别国债和特殊转移支付等一次性收入大

幅度减少、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财政部门严格按照

上级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有效保障了

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工资发放、乡村振兴、污染防治攻坚、县乡政

权运转和民生项目资金需求，支持中国尼龙城建设、先进制造业

和中小企业发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整体较好，财政运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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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平稳、财政保障基本到位。积极开展预算管理一体化工作，全

县已实现使用一体化系统编制 2022 年预算，预算绩效管理实效

不断提高，财政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021 年预算执行总体较好，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主

要是：预算安排约束力不强，过紧日子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牢、

铺张浪费现象依然存在，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不够，财政收支

矛盾较为突出等，我们将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解决。

二、2022 年上半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入

1-6 月份，全县财政收入累计完成 8.48 亿元，占年初预算

22.76 亿元的 37.2%，同比增长 0.7%。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完成 6.79 亿元，占年初预算 12.66 亿元的 53.6%，高于序

时进度 3.6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32.8%。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 71.4%，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累计完成 1.69 亿元，占年初预算 10.1 亿元的 16.7%，同比下

降 49%（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土地出让减少，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降幅较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部门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累计完成4.85亿元，占年初预算8.8亿元的55.1%，

高于序时进度 5.1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34.4%。

非税收入累计完成 1.94 亿元，占年初预算 3.86 亿元的

50.2%，高于序时进度 0.2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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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支出

1-6 月份，全县财政支出累计完成 34.7 亿元，占年初预算

的 51.6%，同比增长 43.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05 亿

元，占年初预算的 58.8%，同比增长 35.4%；政府性基金支出 7.67

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36%，同比增长 81.6%。政府性基金支出增

长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专项债券支出增支较多。

（三）财政运行特点

1.财政收入完成较好，收入质量再创新高

今年上半年，虽然我县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0.7%，但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2.8%，比年初计划高出 17.8 个百分点，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1.4%，比年初计划提高 1.9 个

百分点，比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实现了新突破。

6月底，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6.79 亿）居平顶山 6

县（市）第 6 位，和上年持平，居全省 102 个县（市）74 位，

比上年前移 14 个位次；收入增幅（32.8%）居全市第 1位，比上

年前移 2个位次，居全省第 4位，比上年前移 20 个位次；税收

比重居全市第 2位，比上年前移 2个位次，居全省第 21 位，比

上年前移 13 个位次。

2.重点支出保障较好，财政运行整体平稳

今年上半年，在现金调度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县财政局认真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力抓好组织收入工作，同时，积极争取上

级补助资金和债券资金支持，加大存量资金回收力度，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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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支出需求，不仅确保了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工资、离退休养老

金发放，县乡政权运转、困难群众救助、疫情防控、污染防治等

重点民生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

事务、农林水、粮油物资、公共安全等方面同比分别增长 710%、

34.5%、23.3%、13.8%、13.2%、8.5%，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较好

保障。

3.财政刚性支出增长较快，收支矛盾突出

1-6 月份，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居平顶山 6县（市）

第 2位、支出增幅居第 3位。全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出序

时进度 8.8 个百分点，财政收支差额达 20.2 亿元，收支矛盾十

分突出，县财政局千方百计筹措资金，重点保障了工资发放、基

层政权运转和其它一些重点民生支出需求。

4.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情况

做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对各类市场主体直接高效的纾困措施，是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

就业的关键举措，也是涵养税源、大力改进增值税制度的改革。

县财政、税务、人民银行三家建立联合协调工作机制，分工协作、

密切配合，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减税降费政策。截止 6月底我县累

计退税 2816 户次，总额 52204 万元，影响县级收入 7153 万元。

其中，留抵退税 185 户次，44984 万元，影响县级收入 7087 万

元；六税两费 1407 户次，72 万元，影响县级收入 66 万元；出

口退税 37 户次，5280 万元；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 213 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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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库 795 万元。

今年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了较高增长，民生

等重点支出保障较好，财政运行整体平稳。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任务依然繁重，加之增值税留抵退税等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土地出让进度缓慢，财力缺口大，专

项债券、PPP 项目进入付费周期，“三保”等刚性支出进一步增

加等因素影响，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进

一步加剧，继续保持后期财政收入高质量稳定增长仍存在较大压

力。

（四）下步重点工作

下一步，县财政部门将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以

县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

略”，落实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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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支持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完成全年财政目标任务。

1.积极组织收入，确保完成全年收入任务

为实现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和质量提升，财政部门将紧紧围绕

财政收入目标，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部门联动，确保完成全年任

务。

一是压实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局面。县乡各级领导要把

组织财政收入做为一项重点工作去抓，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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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具体抓，责任到人，分工明确，紧盯大税源，抓牢小税源，采

取有力措施，确保完成全年收入任务。

二是加强监管，建立财税信息通报机制。及时掌握收入进度，

财税部门建立财税收入通报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通报收入完成

情况与当月任务差额，加压驱动，确保完成收入任务。

三是强化征管，开展税费综合治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

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下，按照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

精诚共治的要求，依托原有的税收保障办公室，以财税法律、法

规为依据，完善相关制度，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运用大数据，

建立涉税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全方位、多角度掌控税源、堵塞漏

洞，提升财税管理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共同推进税费综合治理

工作。

2.做好惠企利民政策落实，切实为企业减负纾困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出台的各项惠企利

民政策和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困难企业支

持力度，让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切实惠企利民，助力市场主体持

续稳定发展。优化财政领域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

争环境，帮助企业破解难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3.深化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县属国有企业

按照“资产规模过百亿、实现 AA 级主体评级”的思路，发

投公司装资产工作进展顺利。通过前期对全县国有资产的梳理摸

底，共梳理出资产 71.3 亿元。截至目前，县发投公司已经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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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约 53 亿元，资产总额达到 110 亿元。发投公司 AA 级主体信

用评级正在进行，待主体信用评级完成后，积极对接债市，尽早

发行第一笔企业债，不断增加发投公司流动性，为发投公司做大

做强打下坚实基础。

4.多措并举，确保全年收支平衡

今年上半年，虽然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序时进度，但

总收入低于序时进度 12.8 个百分点，基金收入低于序时进度

33.3 个百分点，收支差额较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下一步财

政部门将在确保民生保障、工资发放和机构运转的前提下，加大

项目争取力度，全方位筹措资金，同时加强支出管理，严格预算

约束，狠抓资金绩效管理，确保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5.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把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重要方针，把牢预算安排、资产配

置、政府采购等关口，坚持“先有预算、再有指标、后有支出”。

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为抓手，不断推进零基预算管理改

革。全方位做好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

用效益，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6.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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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有企业风险防控，

严格担保和对外借款管理，切实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和担保风险。

多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财政工作，县人大各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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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位委员对财政事业发展一直给予大力支持。面对当前减税降

费、新冠肺炎疫情对财政收入的持续影响，财政部门统一思想、

攻坚克难、积极运作，财政运行整体平稳。特别是上半年，为确

保实现收入双过半，县政府多次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客观分

析当前财政形势，有针对性地安排收入工作。一方面，对重点税

源实行重点跟踪，帮助欠税大户协调资金，促进税款及时入库。

另一方面，抓大不放小，在做好重点企业、重点税收征管的同时，

紧抓小税种管理，取得了明显效果。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在今后的工作中，县

财政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

下，积极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