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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县 2016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7 年 8 月 8 日在尖扎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作关于 2016 年财政决算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6年县财政决算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经县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

批准，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任务为 11833 万元，实际完成

11458 万元，剔除上划营改增试点资金 566 万元，超收 191 万

元，为年度预算的 101.61%。(剔除营业税划出(地方)586万元，

营改增试点国内增值税划入(地方)37 万元，营改增试点国内增

值税划出(地方)17 万元)，比上年增收 964 万元，增长 8.72%。

分税种看，税收收入 8509 万元，其中增值税收入 1546 万元，

比上年增长 39.53%；营业税收入 3565 万元，比上年下降 7.23%；

企业所得税收入 107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5%；个人所得税收

入 351 万元，比上年下降 1.68%；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 1119 万

元，比上年增长 26.01%；房产税收入 122 万元，比上年下降

23.77%；印花税收入 10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87%；城镇土地

使用税收入 18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77%；其他税收收入 446

万元，比上年增长 208.41%；非税收入 2949 万元，其中专项收

入 1375 万元，比上年下降 35.39%；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2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8.52%；罚没收入 111 万元，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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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及其他收入 1239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82.47%。 

当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4217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12687万元，比上年增长 21.23%；国防支出 120万元，

比上年下降 46.43%；公共安全支出 765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94%；教育支出 22192万元，比上年增长 13.16%；科学技术支

出 20万元，比上年下降 37.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477万元，

比上年下降 18.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470 万元，比上年增

长 18.78%；医疗卫生支出 8213万元，比上年下降 19.83%；节能

环保支出 2848 万元，比上年下降 21.0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9941万元，比上年增长 110.13%；农林水事务支出 33775万元，

比上年下降 3.94%；交通运输支出 18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2.22%；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998万元，比上年增长 2.15%；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 440万元，比上年增长 70.54%；住房保

障支出 3487万元，比上年下降 72.38%；其他支出等 1784万元，

比上年下降 44.7%；债务付息支出 1179 万元，比上年增长

338.29%。 

总财力为 144137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1458

万元，省级补助收入 12628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66 万元，债

务收入 4226 万元，调入资金 2000 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44050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2178 万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6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

1726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87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

支出 87 万元。需要说明的是在年度执行中新增可用财力 6077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3188 万元)，经县十六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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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同意调整 2016 年财政预

算收支的决议》（尖人大常发〔2016〕25 号）批准，主要用于

调整艰边津贴标准和提高住房补贴比例、残疾人保障金、村警

误工补助、扶贫项目配套、教育活动经费及项目配套资金、森

林植被恢复补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中心建设资金等

民生方面的支出。 

2016年省州财政下达我县政府债务转贷资金 4756 万元，

其中：省州直接置换债务 670 万元，主要用于生态及地质灾害

移民异地搬迁项目。地方政府置换债券 1586 万元，主要用于尖

扎县教育局民族中学综合楼建设 490 万元，尖扎县坎布拉牛滩

大街、丹霞路街道整治 180 万元、兴隆街延伸段道路排水 540

万元、马克唐镇街道整治 376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2500

万元，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基金 1020 万元，地方融资担保平台建

设 1200 万元，昂拉乡隆中滩绿化应急配水工程建设 100 万元，

“互联网+精准扶贫”资金 180 万元。 

2016 年尖扎县“三公”经费支出 1121 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983 万元、公务接待费 138 万元，较上

年增长 141.59%，增支 657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 4110 万元，其中：县级完成 388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371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

出 4099 万元，结转下年 11 万元。 

（三）社保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253 万元，同比减少 19 万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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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49%，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872 万元，同比增加 47 万元，

增长 5.7%,结余 381 万元。 

二、2016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凝心聚力狠抓征管，积极争取上级补助。一是我们

把抓收入、增总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常抓不懈，深度分析，

研判形势，完善征管机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年度财政收入

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地缓解了财政压力，

为顺利执行年度支出预算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积极争取

上级补助收入。争取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绩效考

评奖补资金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县级最低财

力保障补助资金、老少边穷转移支付资金 37588 万元，比上年

增加 8045 万元，增长 27.23%，专项资金 53757 万元。 

（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力促社会和谐稳定。2016 年，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有

关规定，强化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在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的同时，有效配置财政资源，

确保民生支出需要，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

文化体育、保障性住房和农业等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 115403

万元，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81.2%。优先支持精准扶贫，落实资

金 12072 万元，集中财力、集中投向，全力支持精准扶贫工作，

支持实施产业扶贫、易地搬迁、连片特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支持教育发展，落实资金 22192 万元，继续巩固完善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和三江源地区教育补偿机制，落实农村义务

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和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补助，支持薄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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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改造、学前教育扩大资源规划、农村牧区初中校舍改造、中

小学标准化、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等；支持卫生

事业发展，落实资金 8213 万元，进一步深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稳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落实药品“零差率”和重点学科

建设，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村卫生室管理运转机制，支持

重大疾病防治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城乡医疗救

助工作；支持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落实资金 4477 万元，加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力

度，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支持文化基础设施、图书馆、文化馆

及村文化活动室建设；支持社会保障和就业，落实资金 20470

万元，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和就业

再就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城乡低保资金和孤儿基

本生活补助；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落实资金 2312 万元，继

续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及配套基础设

施等建设；支持城乡社区建设，落实资金 19941 万元，支持实

施高原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集中供热工程、道路与排水

工程、输配水管网工程、有效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节能环

保，落实资金 2848 万元，继续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天然林保护

工程、天保工程区停伐补贴、。 

（三）严格落实厉行节约，支出结构日趋合理。一是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规定和要求，严控一般性和不合理支出，按照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细化正常公用经费分类档次，提高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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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能力，在保障基本支出的基础上，重点安排法定支出、刚

性配套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以及民生项目支出，采

取有保有压量力而行的措施，严格控制追加预算，强化预算管

理的严肃性和约束力。二是发挥财政职能，采取盘活存量资金，

新增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足额比例资金，实施一系

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加强生态保护

与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重大公共

设施项目、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保障各项重点支出。三是不断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整合同类专项资金，采取统筹整合，

集中财力、集聚资源支持重点建设，发挥资金使用倍增效益。

完善管理机制，主动买单，预拨重点支出，强化支出责任，量

化分解每月支出任务和进度，实现均衡支出。公共财政预算执

行率 98.6%。 

（四）落实财政政策措施，保障财政高效运转。2016 年，

按照建立统筹整合财政存量资金长效机制的要求，制定了具体

的工作措施，加大清理整合力度，共收回财政存量资金 15770

万元，形成当年部门支出 15354 万元，用于教育、文化、社会

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农林水、住房保障、精准

扶贫等资金；上缴国库 36 万元；按原用途安排 380 万元，用于

温室建设项目资金、各部门项目工程质保金。 

三、强化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做好债务统计分析工作，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实行动态

管理，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8772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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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方政府债务 1481 万元。政府债券 7391 万元，其中新发

行政府债券 2500 万元，置换债券 2256 万元。 

2016 年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结构单一，全面

营改增等政策的后续影响，税收收入增收乏力，后续财源不足，

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平衡预算难度增大。财政支出呈刚性增长

态势，各方面对加大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财政提供保障的任

务异常艰巨，面对问题财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应

对财政领域趋势性变化，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防风险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全县经济运行保持了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