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研县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 

一、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组织财政收入，不断优化支出结构。

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县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全县范围内征收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56841 万元，增长 24%，其中：中央级收入 20020 万元，同口

径增长 34%；省级收入 7397 万元，同口径增长 36%；县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29424 万元，为预算的 112%，同口径增长 16%。 

支出保持适度强度。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417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35%（主要是由于上级专项补助对应的支出增

加），同口径增长 18%。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424 万元加上返还性收入 3993 万

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253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含财

政共同事权）173247 万元、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再

融资债券）15937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6700 万元、新增

世行贷款 163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50 万元、上年结

转 22216 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34377 万元后，全县

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 301816 万元。再减去当年支出 26417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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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解支出 16823 万元、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券转贷支出（再

融资债券）15937 万元、补充安排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3234 万元（含

收回预算周转金 4 万元）后，支出总量为 300160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结转 1656 万元。 

县级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增值税 7035 万元，为预算的

104%；企业所得税 3390 万元，为预算的 136%，主要是税务通过

纳税评估、风险应对方式，查补税款增加；契税 3956 万元，为

预算的 104%；非税收入 7403 万元，为预算的 118%，主要是非

税执收机关加大了执收力度。 

2021 年年初县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2278 万元，加上

按规定补充 3234 万元，减去动用 1750 万元后，2021 年年末余额

为 3762 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是： 

（1）教育支出 395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4%。主要是学前

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79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98%。

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以及高龄补贴

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 241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2%。主要是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支出。 

（4）农林水支出 556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74%。主要是县

级财政专项扶贫、村组（社区）干部报酬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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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通运输支出 79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7%。主要是

公路养护、客运车辆补贴等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 148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81%。主要是

职工公积金、公租房维护等支出。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1656 万元，主要是世行贷款长

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建设费。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范围内征收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9454 万元，其中中

央级收入 50 万元；省级收入 16 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9388 万元，为预算的 79%，同口径增长 13%。县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79388 万元加上上年结转 170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810

万元、地方政府其他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再融资债券）2900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1900 万元后，全县可供安排的收入

总量为 137700 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5962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10%，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支出等方面。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 65962 万元、调出至一

般公共预算资金 34377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再融资债

券）2900 万元后，政府性基金结转 34461 万元。 

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主要支出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 425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91%。主要是

隐性债务还本付息和土地流转租金等支出。 

（2）其他支出 193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58%。主要是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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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站对应的专项债券支出和彩票公益金支出。 

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 34461 万元，主要是专项债券

对应安排的项目资金结转。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受疫情影响，县属国有企业收益减少，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实现 0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 62642 万元，县级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 20975 万元，为预算的 141%；上年滚存结余 41667

万元。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8839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

主要用于社会保险待遇支出。收入总量减去支出后，社会保险基

金滚存结余 53803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 

1.债务余额 

2020 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88961 万元。2021 年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 58600 万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51900 万元；新增

一般债券 6700 万元。新增世行贷款 1638 万元，主要用于世行贷

款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2021 年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为 249199 万元。 

2.债券使用 

（1）一般债券：2021 年新增一般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农业、

市政道路建设等项目，其中幸福大道三期市政道路工程发行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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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井研县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建设项目发行 3130 万元，

井研县城南幼儿园、周坡镇中心幼儿园、马踏镇中心幼儿园建设

项目发行 2100 万元，均已全部拨付并使用，使用进度均为 100%。 

（2）专项债券：2021 年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中小银行风

险化解、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及茫溪河流域综

合整治等项目，其中四川井研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补短板建

设项目发行 3930 万元，已拨付并使用 655 万元，使用进度 17%；

井研县现代农业建设项目发行 14470 万元，已拨付并使用 7558

万元，使用进度 52%；井研县茫溪河流域污染综合整治工程（二

期）发行 23500 万元，已拨付并使用 11304 万元，使用进度 48%；

四川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发行 10000 万元，已

拨付并使用 10000 万元，使用进度 100%。 

3.债务付息 

2021 年债券付息 6636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付息 3690 万元，

专项债券付息 2946 万元。 

4.债务风险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办

法的通知》要求，一是当法定债务率水平处于红色等级;二是当

法定债务率水平处于橙色或黄色等级，且偿债资金保障倍数低于

1.3 倍或利息支出率高于 10%的都将被列入风险预警地区。目前

我县风险指标均在风险警戒线以下，风险持续可控。 

5.债务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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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债务限额 212489 万元，2021 年省

财政厅下达我县新增债务限额 60672 万元，预计 2021 年全年债

务限额 273161 万元。具体债务限额待省财政厅批复后向县人大

常委会报告。 

以上收支情况在决算编制完成上报批复后，数据会有所变化，

届时再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支出政策等情况 

（一）2021 年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2021 年，全县围绕县委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预算法有关规定，

认真贯彻县十八届人代会第六次和县十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切实保障重点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着力防范化解风

险，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1.全面落实财政政策，强化财政收入管控。 

2021 年，全县围绕年初收入预期，切实加强税收收入征管和

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确保应收尽收。构建协同共治税源培植格局，

组织搭建了全县税收协同共治三级网络，形成 “党政领导、财

税主责、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税网络，拓宽税源控管

渠道，壮大税源建设基础，促进井研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2021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9424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3174

万元，同比增长 16%，协同共治税源培植工作初见成效。 

2.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支出保障。 

一是聚焦财政支出管理。坚持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全年压

 
 
- 6 - 
 



减一般性支出 158 万元，全部用于安排县级“三保”支出，减少

行政运行成本。二是聚焦盘活存量资金。化“存量”为“增量”，

全年收回暂存款 8122 万元安排用于消化暂付款，将有限的财政

资金用在刀刃上。三是聚焦预算追加管控。除疫情防控、应急救

灾外，严控预算追加事项，确需新增支出的，通过部门预算现有

资金调剂解决。对 30 万元以上的追加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切实做到“慎用钱”。 

3.全面深化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运行质量。 

持续推动县级预算管理改革落地落实，推进预算管理任务分

工方案执行。一是全面实行并动态完善公用经费定额体系，进一

步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二是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委托代建管理办法，并组织对项目可研报告、初设方案、入库开

展联评联审；三是规范政府购买（补贴）保险，落实行业主管部

门和县人民政府主体责任；四是规范项目前期费用管理，建立重

大项目前期经费管理办法，推动和促进县级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五是强化编外人员、办公物业、信息系统运维、通讯网络租赁、

档案整理、法律顾问等经费管控，推进批量集中采购改革；六是

建立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目标绩效考核。

发挥了财政在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稳步开展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4.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健全绩效管理机制。 

一是着力防范风险。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守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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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尽责，杜绝脱离实际，防范“三保”风险、债务风险等重大

风险。强化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筑牢“防火墙”、切断“传导

线”，坚决防止小风险演化成大风险，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系统

性风险。二是坚持向绩效要财力。坚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原则，通过出台绩效评价考

核机制，建立绩效管理与目标绩效考核、预算安排、调整支出方

向挂钩机制，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二）2021 年重点支出政策落实情况 

2021 年，全县积极的财政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全县社会事

业薄弱环节逐步强化。 

1.集中财力保障乡村振兴。 

全县认真落实县人大决议和县委重大决策部署，着力调整优

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资金需求。一是多渠道筹集资金，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

优先保障领域。直接安排预算 1600 万元用于支持巩固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印发《井研县县级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构建安排规范、使用高效、运行安全的乡村振

兴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全年共安排乡村振兴投入 72000 万元，全

年乡村振兴投入占比 27.26%，增长 0.78 个百分点，其中直接支

持农林水发展 55628 万元，有力促进公共财政预算向农业和农村

倾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二是重点支持乡村振兴，按

照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增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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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方面投入，提高农民群众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有效的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2.集中财力保障“三保”。 

将“三保”放在首位，统筹协调，从“收”“支”“管”三方面着

手，保障好、使用好、管理好“三保”资金。一是明确“三保”

范围。按政策要求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全额纳入

预算，同时在中省民生基础上设立县级民生，保障民生支出足额

预算、及时拨付。全年中省+县级“三保”支出需求 141070 万元，

安排预算 150918 万元，“三保”保障切实有效。二是保障资金

来源。通过积极组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上争取资金、压

减一般性支出等方式，缓解财政压力，增强民生保障能力。全年

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424 万元，同比增长 16%；向上争

取资金 250184 万元，同比增长 7%；压减一般性支出和收回资金

8280 万元。财政支出坚持将“三保”放在首位，全力防范“三保”

风险。三是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工资、民生、乡村振兴专户，

保障“三保”资金拨付安全。依托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一卡通”

系统，严格“三保”资金入库、拨付，确保资金足额支出、安全

支出。全年纳入直达资金系统的“三保”资金 71039 万元，安排

拨付 69336 万元，支出率 98%，保障直达资金惠企利民，直达资

金常态化管理机制不断完善。 

3.守好财政资金“监督关”。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更加提质增效要求，全面落实财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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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作为财政监督

的有效手段，构建全方位绩效管理格局，将政府预算、部门和单

位预算、政策和项目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范围；建立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链条，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纳入绩效管理内容；硬化预算绩效管理

约束，明确绩效管理的责任约束和强化绩效管理的激励约束，切

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2021 年对 30 万元以上的预算

和追加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将绩效目标管理作为预算安排的

前置条件；开展覆盖全县部门、镇（街道）和重点项目（政策）

的绩效运行监控；对全县部门、镇（街道）和预算项目（政策）

开展全覆盖绩效评价；将 59 个县级部门、15 个镇（街道）2021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工作。二是持续开展财政监

督检查。重点实施预决算信息公开、直达资金、政府专项债券、

单位财务管理、会计质量信息等检查，促进财政资金规范安全运

行。扎实开展“两清理”专项行动，覆盖全县预算单位，累计清

理资金 27282 万元。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的“过滤器”作用，

完成预结算评审项目 415 个，审核金额 152341 万元，审减金额

8925 万元，核减率达 6％。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重点支出政策的财政投入统计，部分项

目存在归类口径交叉。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全县财政运行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一是地方财源基础薄弱，骨干财源企业缺乏，税收增长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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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可用财力少和刚性支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三保”、债务

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只增不减，财政平衡压力很大。三是财政收

入规模小、自给率仅 11％，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限。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2022 年预算草案 

2022 年，全县财政工作将准确把握工作方法，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优化结构、精准支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守住底线、

安全持续，加强管理、提升效能，依法理财、严肃纪律，以更高

质量的财政面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2022 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财政收入方面：2022 年形势依旧严峻，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

杂多变的局面仍未改变，经济持续增长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受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短板、农业效益不高、服务业体系不健

全等影响，全县税收增长空间有限，非税增收难以为继。 

财政支出方面：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定，财政保

障压力不断加大，面临可用财力少和刚性支出多的“双重考验”，

财政运行短期内仍处于紧平衡、不平衡、难平衡状态。 

综合分析，2022 年财政收入、经济增长态势与 2021 年基本

一致，财政收支矛盾依旧突出，需要全县各部门、镇（街道）继

续贯彻落实“过更加艰难日子”的要求，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花在紧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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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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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2022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遵循的原则： 

一是坚持全口径预算和以收定支原则。预算编制体现综合预

算的要求，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单位资金等各类预算收入来源，合理

安排支出预算。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部门依法取得的各

项收入、支出预算的编制做到不重不漏，不在预算之外保留其他

收支项目。 

二是坚持“过紧日子”要求和“三保”优先原则。量力而行，

合理安排支出预算，实行公用经费定额体系调整，压减“三公”

经费预算。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三保”工作决策部署，

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在保障“三保”支

出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后，集中财力保障县委、县政府重点支出。 

三是坚持讲求绩效原则。深入开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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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财政支出政策和项目必要性、合理性、

经济性及实施方案的审核，取消不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低效无

效、超财政承受能力等支出。加强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

和事后绩效评价管理。 

（三）2022 年的财政政策 

2022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重点包括 5 个方面： 

一是打赢乡村振兴持久战。继续整合各级各类财政资金，用

于基础设施补短、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实现

从“两不愁、三保障”到“宜居宜业、富裕富足”的转变。2022 年安

排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600 万元，县级预算支

出中乡村振兴投入占比 15.76%，全面支持 “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持续开展监测帮扶，防止返贫致贫，完善完备衔接机制，确保脱

贫攻坚政策平稳有序转型支持乡村振兴。 

二是筑牢环保治理新成果。强化财政资金投入，全力以赴打

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推动我县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进一步加大截污力度，加快实施

城区雨污分流整治工程，提高污水收集率；全面排查全县污水管

网，采取分段整治的方式解决破损和堵塞问题，加快污水管网补

短板建设；大力推进厕污共治，采用“以镇带村”管网覆盖、大

集中治理、小集中治理、散户治理四种模式，推广使用“微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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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施，统筹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减少污水入河。 

三是推进城市建设新篇章。加强统筹协调，积极筹措资金，

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城南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建

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停车场建设等工作，保障全县重大

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做好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安排资金按计划推

进城乡居民购房补贴兑付工作。持续推进乡镇市政设施和村镇建

设管理“两不一增”行动，做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改造提升，降

低运营费用。大力支持城市建设，提升城市面貌。 

四是把握产业发展关键点。统筹安排资金加快马踏工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对纺织、新材料、智能制造、高端家居等方

面靶向招商，坚持招大引强、宁缺毋滥的基本原则，补齐、补强

纺织产业全链条，坚定不移推进重点产业全产业链招商，做好强

链、补链、延链。在已有的百里产业环线打造、研溪湿地整体开

发、蒲亭新村等项目基础上聚焦提质增量，锁定发展前景好、科

技含量高、产业带动强、税收效益明显的目标企业和目标市场，

强化部门协同、洽谈对接，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撑，推动

签约落地。 

五是夯实社会民生新成绩。坚持“三保一优一防”，落实“保

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切实保障好创业就业、社会保障、

教育医疗和维稳安全等各类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支出，

守好民生底线。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将财政资金优先用于支持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事业发展，确保财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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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民生支出只增不减。2022 年安排县级“三保”支出预算

103345 万元，“三保”保障切实有效。 

（四）2022 年收入和支出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根据收入预算编制原则，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运行、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等因素，2022 年全县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2400 万元，增长 10%；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8664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57733 万元，扣除上解支

出 17371 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159402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

县级支出预算拟安排为 159402 万元。在此基础上，上年结转收

入 1656 万元，按原专款用途对口安排用于指定项目支出；收到

上级提前下达的专项收入 16291 万元，按文件规定对口安排用于

指定项目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7734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8300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 78460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340 万

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80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400 万

元。扣除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7733 万元后，收入总量为

25267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县级支出预算拟安排为 25267

万元。在此基础上，上年结转收入 34461 万元（主要是专项债券

安排的项目进度缓慢，未达到付款条件），按原专款用途对口安

排用于指定项目支出；收到上级提前下达的专项收入 4 万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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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规定对口安排用于指定项目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9732 万元（含专项债券还本 8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 0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 69866 万元，县级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 16063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53803 万元。按照现行社

会保险支出政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8961 万元。收入总

量减去支出后，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60905 万元。县级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主要用于按时足额兑现城乡居民基本保险待遇。 

5.地方政府债务 

（1）新增债券 

截至 2 月底，省财政厅下达我县 2022 年提前批新增专项债券

额度 24700 万元，我县拟在债务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 24700 万元，其中井研县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项目发行 16000

万元，井研县茫溪河流域污染综合整治工程（二期）项目发行 8700

万元。 

（2）政府债务偿还 

2022 年全县需偿还债务本息 9532 万元，已全部足额纳入年

初预算，确保到期政府债务按时足额偿还。其中：一般债券付息

3933 万元、专项债券付息 4761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 800 万元、

世行贷款利息 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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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 2022 年全年新增债务限额将在省财政厅正式下达后，

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预算调整方案。 

6.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安排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6207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 22.71%。主要是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职业年金等行政运行支出，以及目标奖、乡镇县级财力保障

等支出。 

（2）公共安全支出 6952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36%。主要是公检法相关支出。 

（3）教育支出 27717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7.39%。主要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以及职业教

育等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072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15.1%。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特困人员救

助以及高龄补贴等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 14447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9.06%。主要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以及医疗卫

生系统设备购置等支出。 

（6）城乡社区支出 4418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77%。主要是环卫服务、污水处理等支出。 

（7）农林水支出 17093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72%。主要是县级财政专项扶贫、村组（社区）干部报酬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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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8）住房保障支出 9329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85%。主要是职工公积金、公租房维护等支出。 

（9）预备费 3000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88%。

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增加的支出及其

他难以预见的支出。 

（10）债务付息支出 3971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49%。主要是偿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利息支出。 

（11）其他支出(类)5403 万元，占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39%。 

7.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主要支出安排情况： 

（1）城乡社区支出 19706 万元，占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的 80.54%。主要是安排隐性债务还本付息、城乡污水处理运营

费等支出。 

（2）债务付息支出 4761 万元，占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的 19.46%。主要是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以上收支预算安排，全面贯彻了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按

照保重点、控支出要求严格安排。 

需要特别报告的是： 

（1）2022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1049 万元，

较 2021 年减少 425 万元，下降 28.8%； 

（2）2022 年按标准保障的中省“三保”预算为 1565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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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县级财力安排“三保”103345 万元，“三保”足额预算，不

存在缺口； 

（3）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为 3143 万元，预留了份额专门面

向中小微企业，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4）按照预算法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各级预算草案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可以安排相关刚性支出、结转支出。

截至目前，已提前安排工资等刚性支出、结转支出 50809 万元。 

四、2022 年的财政工作 

（一）依法挖潜增收，切实做大财政收入规模。 

一是积极组织收入入库。继续将组织收入放在财政工作首位，

坚持税收和非税一起抓。协同收入征收部门，强化对重点行业、

重点税源的重点监控，加大收入征管和稽查力度，深挖税收增长

潜力，确保完成收入目标，力争实现超收。二是加大向上争取力

度。继续将上级转移支付和债券资金作为县级财力的重要补充来

源，依托《井研县向上争取资金考评细则》，采取经费奖励方式，

提高部门争取资金积极性，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三是清理盘活资

金。实行“限期使用、超期收回”的约束机制，探索建立资金盘

活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存量资金管理，扎实有效推进清理盘活

工作。 

（二）严格预算支出，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 

一是严格无预算、不支出。继续改进政府预算编制方式，增

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准性，坚持量入为出原则，落实政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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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日子要求，优先保障好重点任务支出需求，确保“把钱花在刀

刃上”；坚持预算法定，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对新增临时

性、应急性等支出，优先调剂现有资金解决；严禁超预算、无预

算安排支出或开展政府采购。二是强化项目意识。借助一体化系

统全面实施项目库管理，坚持“先有项目再安排预算”原则，将

项目作为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的基本单元，将预算支出按照轻重

缓急纳入预算项目库，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未纳入项目库

的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 

（三）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一是强化“三保”意识，把兜牢县级“三保”底线作为财政

工作的硬任务，确保财政运行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坚持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足额安排“三保”预算，

不留硬缺口。二是持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

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债券项目安排协调机制，提高项目

储备质量，优化新增债券资金投向，加快政府债券资金使用进度，

加大对县委、县政府重点项目支持力度。三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

落实债务化解计划，及时足额还本付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债务风险的底线。 

（四）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升监管绩效水平。 

一是积极稳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建设，切实提高财政管理信息化水平。强化财政直达资金管

理，严格落实日常监督，做好预警信息处理，确保直达资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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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子插到底”。二是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按照“全方位、全

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开展新增项目事前绩效及财

政承受能力评估，优化绩效目标设置，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加强

评价结果应用，全面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三是加大财政监管

力度。强化对预算执行、民生政策落实、重点项目建设、预决算

信息公开等领域的监督检查，维护财政经济运行秩序。持续加强

对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等监督检查，重视加

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着力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

用效益。 

 

 
 

- 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