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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区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在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方向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2019 年区级财

政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2019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严峻的内外部挑战，

全区财税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执行财税政策，依法组织财政收入，不

断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为

全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

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2019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

2019 年，全区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46705 万元，

为预算的 100.9%（决算数与调整预算数进行对比，调整预算数

也是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报告的预计执行数，

下同），增长 13.4%。其中：上划中央收入 628235 万元，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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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99.4%，增长 12.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18470 万元，

为预算的 101.9%，增长 14.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

收入 745571 万元，增长 18%，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81.2%，比去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

2.支出决算

2019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 1435833 万元，为预

算的 100%，增长 16.4%。

3.收支平衡

一般公共预算各类收入来源总量 1843377 万元，其中：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1847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政府债券转

贷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结算类收入

924907 万元。各类支出运用总量 1837772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支出 143583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结算类支出 401939 万元。收支相抵，

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5605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

2019 年，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1292890 万元，为预算

的 83.2%，比 2018 年决算收入增长 155.8%。政府性基金收入未

完成年度预算的主要原因是征地拆迁进程缓慢、土地规划调整

等因素的影响，列入年初计划的部分地块未实现挂牌交易；比

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部分地块跨转到 2019 年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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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增加了 2019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

2.支出决算

2019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1573221 万元,为预算的

82.7%，比 2018 年决算支出增长 202.4%，主要是土地出让金以

收定支，收入增加，支出相应增加。

3.收支平衡

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各类收入来源总量 1782320 万元，

其中：本级基金收入 1292890 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政府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余等结算类收入 489430

万元。全年各类支出运用总量 1746509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

金支出 157322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调出资金

等结算类支出 173288 万元。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35811 万元，

全部跨转下年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全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365 万元，为

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16.1%。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支

出。收支相抵，当年结余 7365 万元，加上上年结转 700 万元，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累计结余 8065 万元，跨转下年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01795 万元，为预算的

104.2%，比上年增长 57.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缴费收入中包含了 2019 年以前年度实施准备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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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缴一次性因素，以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04971 万元，为预算的 101.4%，

比上年增长 44.8%。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实施准备期

全额单位结算支出一次性因素；二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

例调整，增加保费支出；三是稳岗补贴发放范围扩大，增加失

业保险金支出；四是由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流动

性大，转移支出增加较大。

收支相抵，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结余96824万元，

加上历年滚存结余 274666 万元，年终累计结余 371490 万元。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预算数、决算数及其对比分析，详见

决算草案（附表）。决算草案在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前，

已经区审计部门审计，政府审定。

二、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一）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更大规模惠企惠民

区财政部门加强与税务、人社、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积极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国家小微企业普惠性减免、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财产行为税“六税两费”减免等减税降

费政策，退还已缴税款减税 19.85 亿元；落实支持改善民生、鼓

励高新技术、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等税收优惠政策，在申报纳税前

减免税费近 23 亿元，减轻了企业负担，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有力支持了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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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经济下行的严竣形势，为有效应对减税降费形成的财政

收支缺口，全区财税部门积极作为，主动谋划，多措并举，充分

抓住制造业、房地产业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双向主导作用，房地

产完结清算项目相对集中的契机，土地招拍挂形势较好带动两项

计提收入增收的有利条件，实现了财政收入逆势增长，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14.3%、地方税收收入增幅 18%，均排名全市

第一，为全区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持续加大财政投入

一是落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逐年递增机制，整合本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为圆满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提供资金保障；二是按时足额偿还系统内政府债务本息

8.9 亿元，筹措资金 34.8 亿元偿还政府隐性债务和 PPP 支出责

任，确保不发生债务风险，新增转贷政府债券资金 46.96 亿元用

于政府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污染防治成效明显，拨付

资金 2.1 亿元，强化对废气治理提标改造、燃煤炉窑整治、农作

物秸杆综合利用、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支持引导，空气质量考核全

市排名第一；拨付资金 3.4 亿元，推进环梁子湖环境综合整治、

长江沿岸造林绿化、汤逊湖蓝藻生态应急治理，长江江夏段水质

和梁子湖水质达Ⅱ类；拨付资金 2.6 亿元，落实绿色导向农业补

贴政策，加快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进一



6

步改善。

（四）提升基本民生保障能力，增强群众幸福感

持续加大对基本民生的投入，保稳定，补短板，群众幸福指

数不断攀升。拨付教育支出 8.2 亿元，落实基础教育投入长效机

制、兑现教师奖励性补贴、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改善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拨付资金 2.2 亿元，补助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

疗救助和特困救助，提高社会救助水平；拨付资金 6485 万元，

对就业再就业人员岗前培训，对个人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稳

定就业水平；拨付资金 3596 万元，推进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公

立医院改革，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补助标准，保障群

众健康需求；拨付资金 8 亿元，参股大健康产业投资基金，推进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稳步实施。2019 年全区民生支出 105.2 亿

元，增长 9.7%，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73%。

（五）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补贴 4500 万元，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挂牌上市，

推动企业提档升级，增强竞争力；投入资金 4900 万元，鼓励大

学生创业、全民创业，实施青桐计划、瞪羚计划、众创空间（孵

化器）项目，助力培养技术人才；修订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

导基金办法，完善引导基金贷款和贴息申报，全年申请引导基金

的企业 194 家，累计发放贷款 18.04 亿元，发放贴息 1158 万元，

受益企业 61 家，极大地缓解了我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困难，有力促进了全区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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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视现实存在问题，保持对财政运行的清醒认识

2019 年，在宏观经济复杂多变、减税降费规模加大、财政

支出刚性攀升等严峻形势下，区级财政保障了各项重点支出需

要，实现了收支平衡，成绩来之不易。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

的认识到，财政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不足，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够牢固；一

些部门和单位重分配轻管理，重投入轻绩效，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亟待提高；预算执行不够均衡，部分项目执行率偏低；政府

性债务化解任务繁重等。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努力加

以解决。

一是实现预算平衡压力大。从收入上看，2019 年全区财

政收入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增值税集中清算和上年税收

结转，剔除一次性因素，实际增幅不高，税源基础仍显薄弱。

从财力上看，2019 年我区从土地净收益中上解市财政黄家湖地

铁小镇东片土地收益 9.98 亿元用于全市跨区域城市建设，年终

结算市里又收回 2017-2018 年度乡村振兴、农村村庄生活污水

治理、村镇建设项目结余结转资金 2.44 亿元，对我区 2020 年

的预算平衡和资金调度都带来重大影响。

二是预算执行约束不够强。科学客观、标准明确的预算编

审体系还不够健全，预算执行效率、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

挂钩的约束机制还不够完善，新增支出增长过快给预算执行带

来严重影响，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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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预算绩效管理较薄弱。部分预算单位“重项目、轻管

理，重支出、轻绩效”，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问责机制还未形成。部分单位存在资金滞留，资金使用不及时，

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四是防范债务风险任务重。未来四年，我区政府系统内债

务和政府隐性债务将进入偿债高峰期，年需偿还债务本息 40

亿元，实现按期还款需要早谋划早安排，提前做好预案；同时

中央进一步规范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限定了地方政府融

资行为，财政防风险、保稳定的压力较大。

四、采取积极有利措施，提高财政预决算管理水平

（一）强化收支预算管理。实事求是编制收入预算，不折

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依法加强收入征管，持续提升财

政收入质量。坚持量入为出、有保有压，加强资金统筹，坚持

精打细算，切实把钱用在刀刃上。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基本民

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优先保障，切实增强财政保重

点、兜底线、惠民生能力。当前，受全球疫情冲击，财政收支

矛盾加剧，财政运行压力增加，财政资金异常紧张，要坚决落

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坚定贯穿到财政工作的全方面各环节，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2020 年日常公

经费标准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再按 15%标准压减，专项业务经费

按上年执行率和绩效评价结果压减，其他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按财力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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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

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切实做到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

持续提升预算执行效率和质量，加强对预算执行各环节的动态

监控，把严支出关口，严控调剂追加，加快执行进度，加大对

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特别是各类民生项目的督导力度，推动相

关单位抓紧落实项目，有效保障资金需求。

（三）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快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强化评价结果应用，

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坚

持部门项目支出的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

批复下达，对部门项目支出的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实施“双监控”，开展绩效自评，并加强对自评结果的抽查

复核。推进评价结果提交人大审议，并逐步向社会公开。

（四）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增强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提升部门预算执行的效率和质量，强化部门在预算编制、执行

和管理中的主体责任。督促部门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

性支出，将更多资金用在重点项目保障上。进一步扩大部门项

目评审范围，推动解决项目与支出政策不匹配、项目支出只增

不减格局固化等问题。加强预算执行监控，开展部门决算真实

性核查，强化预算执行与预算安排挂钩，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

度。进一步完善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积极推进“阳光财政”，

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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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财政资金监管。持续推动《预算法》的学习宣

传贯彻，坚决落实人大审查决议，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积

极回应人大代表关切，及时报告落实工作安排和进展情况。配

合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实现横向联通、纵向贯通。积极落

实审计监督要求，抓好审计整改。推进财政财务一体化监管大

平台建设，完善财政内控制度，加强财政资金监管。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按照预算法要求，严格执行人大批准

的预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力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保障重点领域支出需要，认

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切实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统筹兼顾、

守住底线，维护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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