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汉中市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文件(11)

汉中市 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 5月 29日在汉中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汉中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 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书面报告如下，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

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9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市财政工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

支持下，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紧紧围绕

全市中心工作，深入推进财政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较

好地完成了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预算任务。

（一）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全市完成辖区财政总收入 1,284,773万元，同口径



- 2 -

增长 8.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490,858万元，占调整预算

的 101.8%，同口径增长 10.4%。地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完

成 355,904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72.5%。

2019年，年初代编的全市财政支出预算为 2,725,146万元，

加上预算执行中上级财政增加补助、转贷政府债券等，全年财政

支出调整预算为 3,954,496万元。2019年，全市财政支出 3,838,962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97.1%，比上年增加 418,797 万元，增长

12.2%。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8,492 万

元，占预算 99%；公共安全支出 171,583万元，占预算 97.2%；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支出 1,195,483

万元，占预算 99.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6,724万元，占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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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99.5%；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和交通运输支出 763,458万元，

占预算 98.9%；农林水支出 580,589万元，占预算 99.4%；住房

保障支出 31,764万元，占预算 97.1%。

2019 年，市本级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22,456 万元，占预算

106.5%，增长 8%。2019年，经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市本

级财政支出预算为 377,720万元，加上预算执行中上级财政增加

补助、转贷政府债券等，全年市本级财政支出调整预算为 645,197

万元。2019年，市本级财政支出 544,00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4.3%（加上预留归还省财政消化赤字借款、年终决算按政策从

县区扣回资金及 2020年初上级要求列入 2019年核算的专款等结

转事项，市本级 2019 年执行数占调整预算数的 95%），增长

17.4%。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1,0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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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预算 96.1%；公共安全支出 87,389万元，占预算 95.9%；教育、

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支出 107,214万元，

占预算 95.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391万元，占预算 95%；

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和交通运输支出 147,453 万元，占预算

95.7%；农林水支出 56,593万元，占预算 95.2%。

2019年，上级补助我市一般性转移支付 130.6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 144.1亿元。

2019年，省政府下达我市一般债务限额 189.73亿元，转贷

我市新增一般债券 37.84亿元，再融资一般债券 13.05亿元。截

止年底，全市一般债务余额 162.65亿元，未超过省政府下达限

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434，316万元，占预算106.7%，

下降 4.3%。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591,212万元，占调整预算（年

初预算加省下达补助）81.7%，增长 15.8%。

2019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9,906万元，占调整预算

105.8%，下降 58.9%（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

大）。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85,352 万元，占调整预算（年初

预算加省下达补助）82.3%，下降 64.95%。

2019 年，上级补助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 3.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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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省政府下达我市专项债务限额 121.76亿元，转贷

我市新增专项债券 28.45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6.39亿元。截止

年底，全市专项债务余额 103.65亿元，未超过省政府下达限额，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3、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510 万元，占预算

399.5%，主要是 2019年年初县区预算 280万元，预算执行中县

区完成 5,867万元（其中汉台区 2,461万元，南郑区 5万元，西

乡县 3,240 万元，勉县 101 万元，佛坪县 60 万元）。市本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43万元，占预算 102.7%。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899万元，占预算 154.2%，主

要是 2019年年初县区预算 280万元，预算执行中县区完成 1,199

万元（其中汉台区 1,179万元，佛坪县 20万元）。全市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 5,646万元（其中汉台区 2,300万元，南郑区 5万元，

西乡县 3,240万元，勉县 101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1,700万元，占预算 106.3%。

4、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813,994万元，占预算

99.6%。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757,819万元，占预算 99.8%。

2019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当年结余 56,175万元，主要是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结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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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97,625万元，占预

算 99.1%。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98,768 万元，占预算

104.9%。

（二）落实人大预算决议和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攻坚克难聚财力。2019年，全市各级财税部门不折不扣

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认真测算减税降费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据

实合理调整预算，依法组织收入。同时，紧盯预算下达和资金拨

付两个环节，通过加大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力

度、盘活存量资金资产等方式，不断扩大支出规模。全市财政支

出完成 383.9亿元，较上年净增 41.9亿元，增长 12.2%。全年共

争取上级各类补助 274.7 亿元，其中：争取专项转移支付 144.1

亿元，争取均衡性转移支付 75.2 亿元，有力支持了全市经济社

会平稳发展和重点支出需要。

2、凝心聚力促发展。一是全力支持稳增长。全市新增“智慧

汉中”等 6个 PPP项目进入财政部综合信息平台，新增投资 18.5

亿元。市级财政筹措 50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稳增长。二是助力

中小企业发展。设立了汉中市纾困资金，首期到位 1.5亿元，支

持解决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周转问题。三是积极争取债券资

金。全年争取新增债券 66.3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37.84亿

元，新增专项债券 28.45亿元，支持公益性项目建设。四是坚决

贯彻“过紧日子”要求。市县财政一律按照不低于 5%压减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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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出，全市“三公”经费下降 5.7%，其中市本级下降 4.3%，压

减的资金统筹用于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改革和重点领域。

3、千方百计惠民生。以“三保”为重点，切实加大对民生领

域的投入力度。各项提标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城乡居民医保补助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52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 60元，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570元，农

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4320元。全年共为 11.8万名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发放保障金 5.28亿元，为 61.05万名 60周岁以

上城乡居民发放养老金 9.06 亿元，为城乡参保患者报销医疗保

险基金 34.04亿元。筹集 7.2亿元落实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贫困

生“全覆盖”资助政策，拨付 1.9亿元支持营养改善计划。投入 1.35

亿元实施村级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4、全力以赴支持“三大攻坚战”。一是支持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研究出台的“进一步加强产业扶贫资金及资产管理的指导

意见”在财政部《财政扶贫工作简报》和省财政厅《财政支农暨

脱贫攻坚学习资料》中刊登，要求各地学习借鉴。全年整合涉农

资金 34.9亿元，增长 19%，专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 95.75%。安

排两个深度贫困县专项扶贫资金 1440万元，累计投入 110个深

度贫困村涉农整合资金 9.1亿元。二是支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实施全口径债务统计监测，落实还本付息和隐性债务

偿还化解工作，推进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三是支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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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全

市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33.1%，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5、坚定不移推改革。研究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建立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制定了《深化投融资改革的实施意见》《融资平台公

司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市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实施方案》《医疗卫生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加强市级党政机关临时机构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等，各项改

革不断推进。加快财政信息化建设，陕西省非税票据管理一体化

平台在我市率先试点，实现非税收缴业务“一网通办”。政府采购

网上办理上线运行，积极推广“财政云”一期核心系统，市县运用

“财政云”系统编制了 2020年预算。

6、多措并举抓监管。继续加强项目评审和政府采购，全年

评审建设项目 1354个，评审资金 57.4亿元，共审减资金 3.6亿

元，审减率 6.4%。全年完成政府采购预算 12.66亿元，支付采购

资金 11.62亿元，节约资金 1.04亿元，综合节支率达 8.2%。开

展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认真组织实施预

决算公开专项检查，推进公开的常态化和规范化。积极主动接受

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配合人大推进预算审查监督重

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支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按

要求向人大报告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首次亮明行政事业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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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家底”。

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市县财政部

门迅速行动，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从预算安排、库款调度、

资金拨付、物资采购等方面，建立起高效运转的快速应急通道，

出台了财税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措施，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积极落实援企稳岗兜底等财税政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财政运行总体平稳的同时，预算执行中仍存在一些困难和

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和减税降费政策影响，

财政收入低速增长，且存在不确定性；二是随着我市进入偿债高

峰期，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任务更加艰巨，市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严峻形势；三是预算绩效理念

需进一步强化，绩效目标设置还不够科学，绩效评价还不够准确

规范，绩效结果运用还不充分；四是有的部门支出进度慢，过紧

日子意识不强，财务管理基础薄弱，压力传导还不够。对此，我

们将认真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2020年财政收支形势。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决胜之年。从宏观层面看，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把“六保”作为“六稳”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以保促稳，稳

中求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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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积极有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将力促经济实

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发展“三个经济”，支持汉江生态经济

带建设和推进陕南绿色循环发展等，为我们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

有力支撑。我市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六大产业集群”不断壮

大，绿色发展道路更趋成熟，基本形成了多点支撑的良性格局。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聚焦“六稳”“六保”，稳住经济基本盘，

将为财政稳健运行夯实基础。

与此同时，全市财政收支也面临着多重挑战。财政收入上，

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前 4个月地方财政收入

呈下降趋势。预计后几个月，随着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财政收入

开始企稳回升，但是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减收效应持续释

放，盘活存量资金和处置资产的增收潜力下降，财政收入仍有较

大不确定性。财政支出上，要落实好各项刚性增支政策，压一般

保重点，加强民生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支持打赢

“三大攻坚战”、兜牢兜实“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

落实“六保”任务，都需要财政加大保障力度，加之偿还到期债务

本息等，将进一步加大收支平衡压力。

（二）全市及市本级财政工作思路和预算安排。2020年全市

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围绕市委、市政府各项安

排，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支持实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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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三”战略部署和打造“三个六”重点支撑，培育发展“四个在汉

中”增长新动能，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加大“三个转变”，优化支出结构，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谱写新时代汉中

追赶超越、高质量建设“三市”新篇章贡献财政力量。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结合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

财政收支形势，2020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计划同口径增长6%。

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地方财政收入计划，2020年全市

地方财政收入加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和调入资金，扣除专项上解

后，2020年全市财政支出预算为3,003,865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

增长10.2%（剔除预下达2020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1,165,000

万元后，全市支出为1,838,865万元，增长4.7%）。主要支出项目

是：公共安全支出138,499万元，增长6%；教育、科学技术、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支出1,080,293万元，增长3.2%；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4,743万元，增长8.9%；节能环保、城乡社

区和交通运输支出232,432万元，增长10.6%；农林水支出482,124

万元，增长27.2%；资源勘探信息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5,032万

元，增长4.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5,024万元，增长9.4%。

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地方财政收入计划，2020年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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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支出及武警、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

教育支出44,451万元，主要用于落实各教育阶段生均经费保

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活费、教育管理事务、

特殊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6,638万元，主要用于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精品创作和文

化场馆免费开放补助、体育竞赛活动、文物保护等方面。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9,238万元，主要用于养老保险补助、

城乡低保、五保供养补助、临时救助、残疾人事业发展、高龄老

人生活补助，以及就业、优抚对象和社会救助、退役安置等方面。

卫生健康支出25,392万元，主要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城乡居民医保、城乡医疗

救助、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补助、疾病筛查和防治等方面。

城乡社区支出11,281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建设

与维护、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方面。

农林水支出39,457万元，主要用于支持脱贫攻坚和农业产

业、乡村振兴、农业倍增工程、防汛抗旱、农村综合改革等方面。

交通运输支出38,566万元，主要用于全市公路建设和养护、

公路运输管理等方面。



- 14 -

科学技术、节能环保、住房保障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686万元，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污染治理和节

能减排、保障房建设、耕地占补平衡和国土资源调查等方面。

债务付息支出22,000万元，主要用于归还到期债务利息。

国防、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商业服务

业等其他各类支出40,554万元。

2020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机

关工资福利支出131,622万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63,698万元，

机关资本性支出28,581万元，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100,550万

元，对事业单位资本性支出19,653万元，对企业补助4,975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33,566万元，债务利息支出22,000万元，预备

费2,000万元，其他支出38,4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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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今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预算符合实事求是、积极

稳妥的原则。财政支出预算符合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有保有压

的原则。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将筹集资金用于支持产业发展和重

点项目以及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支持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加强对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的激励奖励，千方百

计落实好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部署，促进我市经济社会事业

的持续较快发展。

需要特别报告的是：截止5月中旬，在市人代会审议批准2020

年财政预算草案之前，市本级财政支出已执行97,060万元，主要

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所需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以及卫

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交通运输等必须的支出。

3、全市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2020年，全市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433,750万元，其中：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93,500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33,750万元，其中：市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3,500万元。

4、全市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2020年，全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911万元，其中：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3,600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911万元，其中：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600万元。

5、全市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2020年，全市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880,40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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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929万元，当年结余75,479万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230,314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206,670万元，当年结余

23,644万元，达到了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要求。

三、2020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围绕提质增效，狠抓收入管理。一是坚决落实落细减

税降费政策，加强与税务、发改、人社等部门协调配合，加大检

查力度，严肃查处问题，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强化

收入预期管理，坚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拓宽收入渠道，堵塞跑

冒漏滴，做到应收尽收。继续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均衡非税

入库进度。三是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紧盯重点行业和受疫情影响

严重的领域，加强税源动态监控，做好数据分析和测算，及时研

究应对策略，保持财政运行稳健态势。

（二）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需求。一是围绕做好“六稳”

工作、集中可用财力落实好“六保”任务，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

转，切实兜牢民生底线。二是认真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

一般性支出，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落实

好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确保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三是紧盯

增速较低、进度较慢的科目，督促及时改进管理，加快预算下达

和资金拨付。加强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将有限的资金

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三）强化精准服务，助力实体经济。一是积极发挥专项债

券融资成本低、政策见效快等优势，主动包装、策划、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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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项目前期质量，争取专项债额度，用好专项债政策，保障重

点领域合理融资需求。二是加强和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

设，加快完成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推动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市

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手段谋划和运作项目。三是认真

落实各项财税支持实体经济政策，积极统筹各类资源，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有序拓展专业基金的种类和规模，切实发挥财政资金

的撬动和引导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增强竞争力。

（四）突出补齐短板，筑牢民生底线。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加大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

度，编好涉农资金整合方案，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优化完善

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集中力量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二是推

动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全力保障生态建设资金需

要，推进蓝天、碧水、净土、青山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引导

建立市场多元化污染防治投入机制。三是健全防疫救灾资金和后

勤保障机制，认真落实缓解疫情影响的财税金融政策措施，支持

公共卫生和防疫防控体系建设。

（五）深化财政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一是在省以下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框架内，做好分领域改革的承接工作，研究划

分有关领域市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措

施，合理调整市县收入划分体制。二是深入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健全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为特征的预算执行和动态监控机

制。三是继续推进预决算公开，及时总结公开“四统一”工作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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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不足，研究制定公开模板，加大财政各领域公开力度。四是

继续用好“财政云”系统，全程跟踪推广上线工作开展情况，做到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推进财政信息化建设和大数据应用。

（六）聚焦资金效益，增强管理绩效。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启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普遍适用的共性

绩效框架，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

体系，组织好重点项目和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置，大力提升绩效

评价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二是抓好债务化解方案和还本付息

资金落实，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坚决遏制增量，严格落实政府债

务负面清单，确保到期债务及时偿付，为争取支持拓宽空间。三

是认真落实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乡镇财政管理工作的要求，按期理

顺镇级财政管理体制，加强人员配备，提高管理水平。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

大的依法监督和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凝心聚力，

克难攻坚，奋发进取，不断开创财政发展新局面，为谱写新时代

追赶超越、高质量建设“三市”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