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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
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9年 8月29日在固原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固原市财政局局长 王成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全市及市本级 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请审议。

一、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 270.24 亿元，比上年增

加 27.91 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6 亿元（其

中税收收入 10.27 亿元，非税收入 6.99 亿元），完成变动预算

的100.26%，增长 3.47%；上级补助收入 208.88亿元（其中返还

性收入4.42 亿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112.88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91.58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41.89亿元；上年结余 1.36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43 亿元；调入资金0.42 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0.59 亿元，完成变动预算的

99.73%，同比增长 6.46%；上解上级支出 0.1 亿元；债务还本

支出 28.65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25 亿元。年终结

余 0.65 亿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具体情况请参见附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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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全市基金预算总收入 14.79 亿元。其中：政府

性基金收入 5.28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51.71%，同比下降

46.4%；上级补助收入 2.58 亿元；上年结余 0.2 亿元；债券转

贷收入 6.82 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94 亿元，完成变动预算的

99.39%，同比下降 4.01%；债券还本支出 0.29 亿元；调出资金

0.34 亿元；年终结余 0.22 亿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具体情况

请参见附表四。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20 万元，全部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发展。具体情况请

参见附表五。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全市社保基金收入 41.08 亿元，支出 33.98 亿

元，当年收支结余 7.1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35.48 亿元，结转

下年继续使用。具体情况请参见附表六。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8 年初，全市纳入债务系统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97.11 亿元，当年新增债务 48.7 亿元，偿还 32.63 亿元，年底

债务余额 113.18 亿元，控制在自治区核定的134.28亿元额度以

内。当年新增的债务是自治区转贷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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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市本级地方财政总收入 113.05 亿元。其中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3%，增长

8.33%（其中税收收入 4.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0.21%，增长

5.01%；非税收入 3.76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5.86%，增长 12.6%），

较年初预算超收 0.0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78.39 亿元（其中

返还性收入 2.5 亿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41.96 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 33.93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25.86 亿元；上年结

余 0.12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34 亿；调入资金 0.06

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5.11 亿元，完成变动预算的

99.85%，同比增长 7.99%；补助下级支出 37.95 亿元；上解上

级支出 0.1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7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2.78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02 亿元；年终结余 0.09 亿元

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具体情况请参见附表七、八、九。

需要说明的是：（一）2018 年自治区转贷市本级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资金 23.08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6.08 亿元增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用于 S203 线固原机场至上海路段改扩建

项目、固原市东环路南延伸段道路项目、固原市回民生态殡葬

项目（回汉生态殡葬园边界刺绳护栏项目）、乡镇供暖等公益

性项目支出。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7亿元全部用来偿还2018

年已到期的政府债务。（二）将当年超收收入 249 万元按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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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规定全部用来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三）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3395 万元，用于支付政府债务本金及利息。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6.02 亿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1.83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26.11%，同比

下降 66.72%；上级补助收入 1.28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2.91 亿

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75 亿元，完成变动预算的 99.61%，

同比下降 31.53%；补助下级支出 0.53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0.65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0.07 亿元；年终结余 0.02 亿元。具体情

况请参见附表十。

需要说明的是：（一）2018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短收

5.17 亿元，主要是在年初编制 2018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时考虑各项收入因素时，将预计当年新拍卖增加的土地出让金

和应收历年土地出让金欠款全部列入预算中，安排 7 亿元土地

出让金。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征收部门未及时将历年出

让金欠款全部清收，加之 2018 年新拍卖土地减少，导致土地

出让金出现短收，与年初预算安排数相差较大。（二）2018 年

自治区转贷市市本级专项债券资金 2.26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19 亿元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置换债券 0.07 亿元用于偿还

2018 年到期政府债务。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0.06 亿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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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完成 0.06 亿元。2018 年已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支持

企业技术改造和发展。具体情况请参见附表十一。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度，市本级社保基金收入 28.38 亿元，支出 21.8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6.58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2.64 亿元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具体情况请参见附表十二。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8 年初，市本级纳入债务系统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2.86 亿元，当年新增债务 25.34 亿元，偿还 18.71 亿元，年

底债务余额 49.49 亿元，控制在自治区核定的56.39亿元额度以

内。当年新增的债务主要是自治区转贷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六）市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上半年，市审计局对 2018 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务

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存在未及时划缴财政收入、年

底财政暂付款挂账数额较大和预算编制不严谨等问题。对于审

计部门提出的问题，市财政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改。

一方面认真配合审计部门对审计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另一方面

对审计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积极采纳，切实提高财政管理的

整体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2018 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关心、支持、

监督下，财政部门认真贯彻《预算法》，坚持“量入为出、收

支平衡”的原则，较好地完成了市人大批准的预算，但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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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些比如财政收入增长不稳定、收入结构不合理、债务还本

付息压力大等一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努力采取

措施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