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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台县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31 日在三台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三台县人民政府

三台县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现将 2022 年财

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变动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全县预算变动。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预算未发生变动，仍为 138200 万元。今年省转贷我

县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一般债券 32240 万元，全县一般债务

收入变动为 32240 万元。

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为 513712 万元。执行中，上级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164307

万元，省转贷我县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一般债券增加 32240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减少 88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增

加 11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增加 73 万元，上解支出增加 2300 万

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增加 31390 万元，收支品迭后，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变动为 675869 万元。其中中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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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转移支付将按规定用于“三保”及落实“六保”“六稳”等

方面支出。

2.县级预算调整。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县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预算未发生变动，仍为 138200 万元。今年省转贷我

县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一般债券 32240 万元，县级一般债务

收入调整为 32240 万元。

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为 453984 万元。执行中，上级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164307

万元，省转贷我县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一般债券增加 32240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减少 88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增

加 115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增加 73 万元，补助镇乡支出增加 820

万元，上解支出增加 2300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增

加 31390 万元，收支品迭后，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61532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县预算变动。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县政府性

基金收入预算未发生变动，仍为 245000 万元。今年省转贷我县

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专项债券 153060 万元，全县专项债务

收入变动为 153060 万元。

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50779 万元。执行中，上级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433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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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省转贷我县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专项债券增加 15306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增加 7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增加 6060 万元，调出资金减少 888 万元，收支品迭后，全县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变动为 303082 万元。中央、省新增转移

支付将按规定用于社保、农林水及彩票公益金等相关支出。

2.县级预算调整。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县级政府性

基金收入预算未发生变动，仍为 245000 万元。今年省转贷我县

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专项债券 153060 万元，全县专项债务

收入变动为 153060 万元。

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40061 万元。执行中，上级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4338 万

元，省转贷我县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中专项债券增加 15306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增加 7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增加 6060 万元，调出资金减少 888 万元，收支品迭后，县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292364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全县预算变动。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2361 万元，本次拟调增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91

万元，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变动为 2652 万元。

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为 1567 万元、调出资金为 899 万元，加上本次拟调增支出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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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新增调出资金 115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全县国

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变动为 1743 万元、调出资金变动为 1014 万

元。

2.县级预算调整。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变动情况与全

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变动情况相同，调整结果一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全县和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预算未发生变动。

二、债务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2022 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争取政府债券资金，有利

于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是落实县委“1355”发展战略和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县财政局按照上级和县人民政

府要求，精心组织安排，切实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工作。

（一）加强债券资金监管。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切实做

好债券资金预算管理、会计核算、项目安排和绩效评价工作。同

时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并及

时拨付使用债券资金，防止资金闲置，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严格履行还款责任。截至 2021 年底，省累计转贷我

县地方政府债券本金余额 696039 万元。2022 年省转贷我县地方

政府债券 185300 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 37450 万元、新增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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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147850 万元）。2022 年县财政已通过县本级预算安排 6800 万

元和争取再融资债券 37450 万元偿还了政府债券本金 44250 万元，

剩余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837089 万元及利息县财政要积极调整支

出结构、多渠道筹集资金，在以后分期偿还，切实履行还款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执行中，除新增上级专款及债券资金 311214

万元对应安排外，县本级共计净增加财力 42996 元（其中：上级

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42804 万元，政府性基金上年结转增加

7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增加 115 万元），故县本级

因财力净增加而相应安排新增支出 42996 万元。

附件：2022 年拟调整县本级支出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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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拟调整县本级支出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调整金额 备注

总计 42996.00

一、一般公共预算合计 39730.76

县住建局

小计 832.60

7 个镇乡污水厂“8.16”洪灾应急恢复补

助资金
350.00

县十八届政府 95 次常务会及政府领

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奖励资金 132.60

《关于进一步促进和支持建筑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三府办发〔2020〕

43 号）

潼川镇蟠龙社区蟠龙山边坡地质灾害抢险

治理工程项目
350.00

县政府组织专题会议，同意纳入应急

抢险工程，该项目已于 2021 年 12 月

完工。

县委组织部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700.00
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22 年第一

次会议审定意见

县政府办 建设县稳定经济政策落实工作经费 50.08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大数据中心
开展重大时期电子政务外网安全保障行动

补助资金
4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商务局

小计 1579.02

昌德国际建材装饰城项目产业扶持资金 579.02 县委十四届第 35 次常委会议审定

促销费稳经济资金 1000.00 县委十四届第 39 次常委会议审定

县教体局
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周转房补助资

金
160.00 按市级民生实事方案执行

县水利局

小计 430.00

小型水库安全鉴定资金 350.00
根据省文件要求测算安排（我县2022

年鉴定水库 97 座）

红旗堰水库日常维修养护经费 2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全县场镇山洪灾害风险调查评估资金 6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交通运输局

小计 476.09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资金 347.00 按市级民生实事方案执行

交通建设项目前期费用 129.09

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共

计 612.17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支出

安排 129.09 万元，建议存量资金安

排 483.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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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调整金额 备注

县工信局

小计 6514.38

四川安吉纳体育用品公司产业扶持资金 1600.00 县委十四届第 21 次常委会议审定

耀源达公司产业扶持资金 200.00

县委十四届第 14 次常委会议审定，

共计 900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支出安

排200万元，存量资金安排700万元。

四川鑫鸣灏锂电池公司产业扶持资金（第

一笔设备补贴）
500.00 县委十四届第 14 次常委会议审定

四川鑫鸣灏锂电池公司产业扶持资金（第

一笔装修补贴）
300.00 县十九届政府第 14 次常务会议审定

四川铁骑力士公司产业扶持资金 266.08 县十九届政府第 17 次常务会议审定

四川锦鑫泰体育用品公司产业扶持资金 2500.00 县委十四届第 31 次常委会议审定

绵阳斯坦瑞食品公司产业扶持资金 200.00 县十九届政府第 17 次常务会议审定

固锐实业公司产业扶持资金 115.50 县委十四届第 31 次常委会议审定

民营经济改革试点工作补助资金 2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2021 年工业企业奖励补助资金 812.80 县十九届政府第 24 次常务会议审定

县自然资源局

小计 4941.00

三台县北坝镇文峰山李前渡山嘴崩塌应急

抢险救灾工程项目补助资金
15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纳入应急

抢险救灾工程

城北新区开发建设补助资金 4791.00 县委十四届第 15 次常委会议审定

县农业农村局 落实农业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经费 4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公安局

小计 155.02

机要密码室建设资金 70.02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新建摩托车智能考场和中型、重型汽车查

验区
85.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交警大队 G247 线 1244KM 增设交通信号灯补助资金 35.67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卫生健康

局、县民政局、

县教体局

公共卫生特别服务岗补助资金 213.90 县十九届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审定

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
优待证申领发放补助资金 4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财政

小计 4396.00

2022 年财政暂付款消化资金 4153.00
根据上报的暂付款清理消化方案暂

安排

特色农业保险县级配套资金 243.00
根据实施方案测算（麦冬 213 万元，

柑橘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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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调整金额 备注

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700.00

按央省政策最低生活保障金和特困

人员供养金提标及低收入群体价格

临时补贴测算安排

县人社局 补充就业创业担保贷款补助资金 200.00 县政府领导签批

县综合执法局 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设备运行补助资金 6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市场监管局

小计 110.00

机关办公楼排危经费 5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2022 年个体工商户调查工作经费 6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信访局 治重化积专项经费 10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统计局 住户调差大样本轮换工作经费 33.28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消防大队 专职消防站专项经费 60.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气象局 气象监测补短板补助资金 72.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县财政局（国

资办）

小计 309.80

专项及财务审计服务项目补助资金 45.90
按县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和合同约定

安排

三台县资源整合重组服务项目（第二次）

补助资金
245.90

按县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和合同约定

安排

县属国有企业定岗定编定员服务补助资金 18.00
按县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和合同约定

安排

石安镇
德胜村省级乡村规划建设试点村规划建设

资金
60.85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断石乡 玉林大桥修复资金 57.11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龙树镇 危房拆除及宿舍搬迁经费 45.00 政府领导批示处理单审定

各乡镇 雪亮工程项目补助资金 657.50 县政府领导签批

宏达公司

小计 4661.46

2016-2021 年灵兴车管所运营补贴资金 1146.34
县委十二届第 43次常委会及县十七届政

府 22次县长办公会审定

劳务公司运营补助资金 115.12

经初步测算，需财政承担的服务费约 150

万元/月，则 9-12 月约需 600 万元。建

议暂安排 115.12 万元，其余部分纳入

2023 年预算解决

城南棚户区基础设施项目改造补助资金 3400.00 根据债务化解计划安排

发达伟业

小计 11000.00

五里梁基础设施一期化债资金 11000.00

根据县政府与发达伟业签订的五里梁产

城新区投资合作协议及政府领导批示处

理单审定意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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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调整金额 备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合计 965.24

县自然资源局
北门市场和盐业公司区域旧城改造项目拆

迁补偿安置费用
965.24

县委十四届第 27 次常委会议审定，金

额为 1265.24 万元，年初已安排 30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 2300.00

县法院、县检察院、绵阳市三台生态

环境局上划支出基数差额部分，年初

仅预计 3900 万，目前市已发文明确法、

检两院上划基数 5710 万，预计绵阳市

三台生态环境局上划基数 490 万，品

迭后差额为 2300 万元。

说明：

1.因上级专款及债券资金均为对应安排，故本表仅反应县本级因财力增加而安排的新增支出 42996 万元。

2.根据拟调整支出情况，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 888.24 万元，同时相应减少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