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叶县财政决算和 2021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叶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

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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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财政

决算及 2021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并提出

意见。

一、2020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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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工作，围绕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主动应对疫情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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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财政决算收入



2020 年，全县财政决算收入 17.32 亿元，同比增收 1.64

亿元，增长 10.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9.25

亿元，同比增收 8600 万元，增长 10.2%。分部门看，税收收

入累计完成 6.1 亿元，同比增收 4872 万元，增长 8.7%；非

税收入累计完成3.15亿元，同比增收3727万元，增长13.4%。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6%，同比下降 0.9 个百

分点。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完成 8.07 亿元，同比增收 7833

万元，增长 10.8%。

分级次看，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4.29亿元，

同比增长 4.4%；乡镇级累计完成 4.96 亿元，同比增长 15.8%。

18 个乡（镇、办事处）全部超额完成年初收入任务，其中，

5000 万元以上乡镇 4 个，比上年增加 2 个；3000 至 5000 万

元乡镇 1 个，与上年持平；1000 至 3000 万元乡镇 9 个，比

上年增加 1 个；1000 万元以下乡镇 4 个，与上年持平。

（二）财政决算支出

2020 年，全县财政决算支出完成 63.81 亿元，为调整预

算（下同）的 99.6%，同比增支 11.25 亿元，增长 21.4%，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8.41亿元，为年预算的99.5%，

同比增支 2.42 亿元，增长 5.3%。分级次情况是：县本级 44.8

亿元，增长 6.1%；乡镇级 3.61 亿元，下降 3.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5.4 亿元，为预算的 100%，同

比增支 8.8 亿元，增长 134.6%，增长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专项

债券同比增加较多，扣除此项因素后，同口径比增长 14.9%。

2020 年，财政部门按照“有保有压，突出重点”的总体

思路，优化支出结构，努力保障重点支出需求，保障了全县

广大干部职工工资、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月发放，多年来首次

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教育、科技、农业、卫生

健康支出分别增长 13.9%、8.8%、15.6%、12.3%。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84.3%，比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

（三）预算执行结果

2020 年，我县总财力为 71.44 亿元（含债券收入、上年

结余、调入资金等，下同），总支出为 71.19 亿元，年终结

余 2500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力为 51.36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 51.11 亿元（含上

解支出、债务还本支出等），年终结余 2500 万元（主要是

追加指标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20.08 亿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为 20.08 亿元，年终无结余。

二、2021 年上半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全县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县委、县政

府的正确领导及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紧紧围绕年

初人代会下达的各项年度收入目标任务，攻坚克难、主动作

为，积极协调税务部门，狠抓收入管理，加大调度力度，全



力保障民生和各项重点支出资金需求，确保了全县广大干部

职工工资发放和机关事业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财政运行

总体平稳。

（一）财政收入

1-6 月份，全县财政收入累计完成 8.42 亿元，占年初预

算 20 亿元的 42.1%，同比增收 3622 万元，增长 4.5%。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5.11 亿元，占年初预算 10 亿元

的 51.1%，高于序时进度 1.1 个百分点，同比增收 7450 万元，

增长 17.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0.6%，同

比提高 4.9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3.3 亿

元，占年初预算 10 亿元的 33.1%，同比下降 10.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部门完成情况：

税收收入累计完成 3.61 亿元，占年初预算 7 亿元的

51.6%，高于序时进度 1.6 个百分点，同比增收 7397 万元，

增长 25.8%。

非税收入累计完成1.5亿元，占年初预算3亿元的50.1%，

高于序时进度 0.1 个百分点，同比增收 53 万元，增长 0.4%。

（二）财政支出

1-6 月份，全县财政支出完成 35 亿元，同比减支 1.76

亿元，下降 4.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0.82 亿元，

同比增支 1.24 亿元，增长 4.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19 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41%，同比减支 3 亿元，下降 41.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支出为 3.3 亿元，扣除此项因素后，同比增长 7.7%。

（三）财政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财政收入完成较好，收入质量再创新高。上半年，我

县财政收入同比增收 3622 万元，增长 4.5%，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收 7450 万元，增长 17.1%，税收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0.6%，比去年同期提高 4.9 个百分点，

收入质量实现了新突破。

1-6 月份，我县税收收入累计完成 3.61 亿元，为年初预

算 7 亿元的 51.6%，同比增收 7397 万元，增长 25.8%，增幅

居平顶山 5 县（市）第 2 位。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土

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环保税等增幅均在 50%以

上。其中，增值税同比增收 2053 万元，增长 23.5%，总量超

出鲁山县453万元，居全市第4位；企业所得税同比增收1282

万元，增长 63.2%，总量居全市第 3 位；土地使用税同比增

收 896 万元，增长 53.3%，总量居全市第 2 位。

1-6 月份，来自两个产业集聚区税收 8586 万元，同比增

收 2788 万元，增长 48.1%，占全县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23.8%，

同比提高 3.6 个百分点。其中，来自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的税收 3417 万元，同比增收 1964 万元，增长 135.2%，

占全县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9.5%，同比提高 4.4 个百分点；来

自叶县产业集聚区的税收 5169 万元，同比增收 824 万元，



增长 18.9%，占全县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14.3%，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

1-6 月份，全县纳税额前 30 名企业共计纳税 1.61 亿元，

同比增收 5270 万元，增长 28.8%，其中，28 户增长，2 户下

降。平煤联合盐化有限公司纳税金额排名第 1，上半年纳税

2476 万元，同比增收 569 万元，增长 29.9%。

截止 6 月底，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居平顶山 5 县

（市）第 5 位，与鲁山县相差 4523 万元；税收比重居全市

第 4 位，高于鲁山县 9 个百分点，与全市平均税比持平；收

入增幅居全市第 3 位，高出郏县 2 个百分点，高出舞钢市 0.4

个百点。

上半年我县财政收入工作受到市财政局的通报表扬。

2.重点支出保障较好，财政运行整体平稳。今年上半年，

在各级现金调度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县财政局在组织好自身

收入的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加大存量资金回收力

度，千方百计保障支出需求。一是加强现金调度，积极争取

上级支持。经过多方努力，上半年我县共争取上级各项资金

14.5 亿元，较好保障了县乡广大干部职工工资发放及各项社

会事业的健康运行。二是加大存量资金收回力度，尤其是对

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的资金坚决予以收回。上半年共收回存量

资金 7200 多万元，进一步增强了财政保障能力。三是积极

争取上级债券资金，缓解我县支出压力。上半年共争取新增



债券资金 3.11 亿元，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卫生、扶贫等急

需项目建设，有效弥补了我县自身财力的不足。上半年，县

财政除确保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工资正常发放、公务卡按期结

算外，从元月份起，新增人月均 300 元住房及物业补贴，补

发了 4 个月结算期待遇调整工资，结清了结算期财政负担的

职业年金，保障了广大退休干部的利益。上半年教育支出增

长 31.8%，科技支出增长 110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增长

35.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30.7%，社保支出增长 15.1%，节

能环保支出增长 37.3%。重点民生支出均得到了较好保障。

3.PPP 项目进展顺利，实施效果逐步显现。自 2014 年我

县 PPP 工作启动以来，财政部门主动作为、勇于担当，积极

会同有关部门，始终坚持“促发展”与“防风险”并重，在

公共服务领域规范有序推广 PPP 模式，取得明显进展。截止

目前，我县的 10 个 PPP 项目全部进入管理库并落地实施，

总投资近 55 亿元。涉及交通、教育、市政（污水处理）、

生态环境、养老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项目入库数、

落地数在全市各县排名均保持第一。玄武大道、叶舞路、广

安路、叶廉路、新文化路均已建成通车；第三污水处理厂、

南水北调生态廊道、县域教育信息化项目均已进入运营期；

辛店至常村扶贫道路项目预计于 8 月底全线通车；G234 东环

路东移项目融资到位，征迁工作快速推进；总投资 12.9 亿

元的燕山水库引水工程也在稳步推行中，项目建成后将有效



解决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缺水问题，支撑产业集聚

区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4．国有公司破冰前行，融资担保能力不断提升。打造叶

县城建投资集团，通过股权变更将优质子公司装入叶县城建

投资集团，突破了县发投公司融资受集团整体授信额度制约

的瓶颈，有力提升了融资担保能力。截止 2020 年底，县发

投公司（含城投集团）资产总额达 48.75 亿元，当年融资 8.69

亿元，2021 年上半年共融资 5.3 亿元。我县国有公司规模不

断壮大，有力地支持了县域经济发展。

（四）财政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6 月份，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居平顶山 5 县（市）

第 1 位、支出增幅居平顶山 5 县（市）第 3 位。全县财政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高出序时进度 41.2 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矛

盾十分突出，预算刚性约束不强，预算绩效管理刚刚起步，

财政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下步重点工作

1.强化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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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强化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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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掌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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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良好效

果。

三是加压推进，做好砂石资源税征收管理工作。以 2020

年 9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为契机，结合周

边县（市）资源税开展情况，计划依托河南铝粘土批发市场

信息化平台，充分利用我县现有人员和设施，进一步规范我

县矿产资源生产经营新秩序，稳步推进资源税征收管理工

作，确保我县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四是夯实责任，做好土地收入大文章。上半年，我县土

地出让金收入仅完成年预算的 32.3%。下半年，要协调好各

相关单位，加快土地出让进度，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千方百

计完成年度 10 亿元的收入任务。

2.统筹兼顾保障财政支出，确保全年收支平衡

面对今年严峻的财政形势，我们要坚决落实政府过“紧

日子”要求。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强统筹协调，全力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大力压减非刚性、非

重点支出，从严控制新增项目支出，原则上不开新的支出口

子，确保实现全年收支平衡。在支出顺序上，优先保障“三



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基层运转）支出，再安排其

它支出。

3.全力推进全县清产核资工作，全面壮大县属国有企业

实力

为全面摸清我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经营性

资产情况、资产质量和经营成果，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提升

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县政府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国有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进一步摸清全县国有资产家底，提升全

县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财政保运转，城市建设靠国有公司，已成为各级政府的

共识。因此，增强国有公司的融资担保能力，将会对全县城

市建设能力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全县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后，

我们将会同第三方专业结构，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梳理，将

全县范围内可利用的资产和资源装入县国有公司，有效壮大

国有公司的资产规模和融资能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全面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工作。

4. 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

动力

全县“万人助万企”活动动员大会召开之后，叶县财政

局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班子成员作为助企服务员第一

时间下沉联系企业、持续每周实地走访企业，掌握企业发展

现状和经营困难，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融资担保、土地、水、



电、气、暖等要素保障问题，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企业活力。截止目前，县财政局已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

14 项，为平煤神马天泰盐业、广达铝业等 58 家企业拨付各

项资金 2453 万元。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统筹各类财政资金，想方设法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激发

市场主体创新动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按照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要求，我县从 2020 年起，从

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三大支出板块中选择 15 个

项目，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工作。今年，已经完成 79 个

一级预算单位预算目标申报，完成单项目绩效目标填报 412

条。8 月 3 日，财政局印发了《叶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1

年叶县预算绩效监控实施方案>的通知》（叶财〔2021〕96

号），正式开启叶县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监控工作。通过近

两年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全县预算单位初步建立

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也正在稳步推

进。

多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财政工作，县人大各位

领导对财政事业发展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当前财政运行整体

平稳，财政收支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但需要向各位领导

说明的是，虽然 2021 年财政收入将恢复性增长，但是由于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特殊转移支付等应急性政策不再实施，



这些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入大幅减少，今年实际可用财力将

少于去年，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财政工作面临的挑战

将更加严峻。对此，我们既要正视困难，更要坚定信心，增

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努力拓

展新财源，开辟新的增收空间，更加科学合理安排支出，确

保实现全年收支平衡。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做好财政决算和财

政预算执行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将以此次会

议为契机，认真听取各位委员的批评和建议，深入分析和解

决财政决算和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更新观念、改进管理，

切实增强人大意识，落实人大决议，不断提高财政工作水平，

围绕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叶

县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