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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台县 2017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17年10月30日在三台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报告 2017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法》规定，省转贷地方的新增债券收支列入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现报请调整全县和县级

2017 年财政预算。 

（一）债务收入方面。2017 年省转贷我县新增债券 60303 万

元全部列入债务收入，其中：一般债券 37800 万元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管理，专项债券 22503 万元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二）债务支出方面。按照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调整全县和县级支

出预算如下：一是同时调增 2017 年全县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预算 37800 万元；二是同时调增全县和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 22503 万元。  

二、其他预算调整及变动事项 

（一）一般公共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

和批准的县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1 至 9月未发生调整。

全县和批准的县级一般债务收入预算，除本次省转贷地方政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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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债券 37800 万元需进行预算调整外，未发生其他调整。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

和批准的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除本次省转贷地方政府新

增债券 37800 万元所需进行的预算调整外，1 至 9 月还有如下调整

及变动事项：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事项有：转入上年结转结余 7

万元；中央、省新增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 11444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20万元安排支出；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15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27 万元。调减事项有：政府性基金调入资

金调减 5342 万元。增减变动后，共调增支出预算 109213 万元。

转入的上年结转结余和中央、省新增转移支付将按规定用于“两

保一转”等方面的重点支出。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事项有：转入上年结转结余 7

万元；中央、省新增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补助 10035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20万元安排支出；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15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727 万元。调减事项有：政府性基金调入资

金调减 5342 万元。增减变动后，共调增支出预算 95123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政府性基金收入。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和

批准的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 至 9 月未发生调整。全县和

批准的县级专项债务收入预算，除本次省转贷地方政府新增专项

债券 22503 万元需进行预算调整外，未发生其他调整。 

2.政府性基金支出。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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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除本次省转贷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 22503 万元需进行预算调整外，1 至 9 月还有如下调整及

变动事项： 

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增事项有：中央、省下达我县

转移支付补助 948 万元；部分项目支出调增 5342 万元。调减事

项有：调出资金 5342 万元。增减变动后，共调增支出预算 6290

万元，减少调出资金 5342 万元。中央、省新增转移支付将按规

定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等相关支出。 

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增事项有：中央、省下达我县

转移支付补助 948 万元。调减事项有：土地出让支出调减 7865

万元（已扣除调增转移乡镇转移支付 13207 万元）；调出资金 5342

万元。增减变动后，共调减支出预算 6917 万元，减少调出资金

5342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全县

和批准的县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1 至 9 月未发生调整，本

次拟同时调增全县及县本级收入 120 万元（系宏达公司新增上

缴）。 

2.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全

县和批准的县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1 至 9 月未发生调整，

本次拟同时调增全县及县本级调出资金 120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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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本次不作调整。 

三、预算调整及变动结果 

按照上述调整及变动后，全县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结果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仍为 90300 万元。全县和

县级一般债务收入调整为 37800 万元。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审

议的 425860 万元，调整变动为 572873 万元。县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由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366040 万元，调整

变动为 498963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和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仍为 203400 万元。全

县和县级专项债务收入调整为 22503 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由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

审议的 131351 万元，调整变动为 160144 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

支出预算由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 108731 万元，调整

变动为 124317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县和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变动为 314 万元。 

全县和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县十八届人大第二次

会议审议的 194 万元，调整变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94 万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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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县和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仍为 98563 万元，全县和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仍为 86605 万元。 

四、关于预备费安排情况 

年初预算预备费 12000 万元安排用于以下方面：城乡低保等

民生配套及政策性支出 3562 万元；城北新区土地收储 2000 万元；

环保及河长制管理支出 1307 万元；处置 2007 年以前借垫款遗留

问题 1276 万元；偿债基金 1000 万元；乡镇基层政权建设 320 万

元；兑现 2016 年非税收入征收考核 264 万元；其他方面 2271 万

元。 

需说明的是：执行中，除上级专款和债券资金对应安排外，

因兑现政府合同约定事项等因素，县本级拟调增支出 1522 万元

（详见附件）。  

五、关于债务资金使用管理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通过争取政府债券资金，有利于做好脱

贫攻坚“头等大事”，有利于加快落实“三大会战”，是落实县委

“11331”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县财政局要按照上级和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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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要按照上级管理要求，

用于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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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债券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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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履行还款责任。截止 2016 年底，省累计转贷我

县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187550 万元，加上 2017 年省转贷我县置换

债券本金 22400 万元和新增债券本金 60303 万元，截至 2017 年 9

月底，省累计转贷我县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270253 万元。截止 2016

年底县财政已累计偿还本金 22150 万元，2017 年应偿还地方政府

债券本金 4000 万元，县财政已通过置换债券作了安排，剩余本

金 244103 万元及利息县财政要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多渠道筹集

资金，在以后年度分期偿还，切实履行还款责任。 

特此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