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8 月 22 日在区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沈兵

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报
告 2018 年财政决算及 2019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区四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区政府
报告了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现在财政决算已经完成，并
经过了区审计部门的审计。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财政总收入调整
为 58.3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调整为 28.5 亿元。当年实际
完成财政收入 60.97 亿元，
占调整预算的 104.58%，
增长 16.07%。
其中：地方收入完成 30.86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8.26%，增长
17.55%，主要包括:（1）地方各项税收完成 27.06 亿元; （2）
政府非税收入完成 3.8 亿元。
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2018 年区级财政
支出调整为 26.4 亿元。预算执行中，由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安排
28.5 亿元、省市追加支出指标及各项转移支付、增调预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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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基金 3.2 亿元等，最后支出预算调整为 31.7 亿元，当年实
际完成支出为 32.35 亿元，较上年增长 6.71%。重点支出大类情
况：
教育支出 94707 万元，同比口径增长 17.68%；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30029 万元，同比口径增长 3.3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 19895 万元，同比口径增长 20.19%；节能环保支出 10128
万元，同比口径增长 6.46%；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90603 万元，同
比口径增长 9.27%。
2018 年一般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为：全区地方收入和各项财
力补助 337813 万元、上级指标和结算补助 65659 万元，调入资
金 225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90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29126 万元，收入总计为 451823 万元；当年财政支出
323503 万元，加上解市支出 72388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9000 万元，支出总计为 414891 万元。超收收入 36932 万元，
按照《预算法》的有关规定，纳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18 上级指标 64741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3600 万元，
调入资金 2826 万元，收入总计为 71167 万元；基金支出 71167
万元，支出总计为 71167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71
万元，收入总计 1171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46 万元，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25 万元，支出总计 1171 万元。
二、落实区人大审查决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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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区政府及财政部门积极践
行五大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各项决议，沉
着应对复杂经济形势，贯彻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深化财税改革、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主动接受监督，财政运行稳中有进、决算
良好。
（一）财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一是财政收入实现
较快增长。突出收入预期管理，坚持质效并举，依法组织财政
收入，深入推进综合治税，发挥财税联席会议平台作用，强化
形势研判、收入调度和涉税分析，加大重点税源监测，开展重
点楼宇和标准化厂房专项摸排行动，挖掘增收潜力，推动收入
平稳增长。全区财政收入完成 60.97 亿元，增长 16.07%，财政
收入总量在全市四城区中位居第二位；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30.86
亿元，增长 17.55%。二是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全区财政支
出完成 32.35 亿元，增长 6.71%，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
社会事业类支出增长 14.72%，城乡社区、科技、交通运输等经
济建设类支出增长 10.29%；“三公”经费支出下降 26.19%。
（二）服务发展积极有为，重点突出。一是提升金融业集
聚度。加快省级金融总部集聚区建设，先后引进华夏在线保险
安徽分公司、安振股权投资基金、中安 S 基金等金融项目 20 个，
国元人寿、国联人寿项目材料已报银保监会，等待审批。2018
年，金融业增加值 240 亿元，同比增长 11.47%，占全区 GDP 比
重达 30%，同比增长 2 个百分点；占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 40%，
同比增长 1 个百分点，金融业首位度进一步提升。二是支持产
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庐阳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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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兑现金融业、商贸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
产业扶持政策资金 8644 万元，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支持
三大功能区建设，持续加大有效投入，安排老城更新专项资金
23000 万元，用于特色街区改造、创建国家级中央商务区；安排
32130 万元支持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启动建设；向区属平台公司注
资 14000 万元；投入 7066 万元支持环巢湖生态保护修复和城区
绿化品质提升；安排 3000 万元支持乡村振兴，打造长三角最美
滨水文化生态休闲区。三是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持续发挥
“庐阳融创”项目资本对接会桥梁作用，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
展。先后举办五次项目资本对接会，促成 187 家企业和 140 家
金融机构达成签约金额近 10 亿元。联合广发银行在全省首发“创
业贷”，助力小微企业融资，鼓励大众创业。2018 年通过政保
贷、政银担、过桥贷、税融通等财政金融工具累计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发展资金 85 亿元。加快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新增四板
挂牌企业 12 家。
（三）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力度加大。一是财政民生保障
更有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优先向民生领域倾斜，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区民生类支出达到 26.89 亿元，较上
年增长 8.97%，占总支出的 83.13%，占比较上年提高 1.73 个百
分点。二是实施民生工程更高效。投入 4.2 亿元稳步实施 21 项
省级民生工程，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创新“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四单调度推进，强化精准管控，推
动民生工程信息网上实时公开，推行民生工程项目建后管养政
府购买服务，依托“互联网+”全方位宣传民生政策。三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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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更精准。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足额落实教育经费
92345 万元，安排 1500 万元保障中小学放心班工程，投入 2420
万元支持新办幼儿园开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集聚。促进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医疗等资金
16565 万元，投入 1338 万元支持公共卫生机构建设，安排医疗
救助资金 657 万元，满足居民医疗卫生多元化需求。提升社会
保障水平，安排各类保障资金 25884 万元，投入就业补助资金
4017 万元，保障残疾人社会救助、护理、康复等经费 1742 万元，
投入低保相关经费 1290 万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
文化事业发展，安排城市阅读空间经费 2096 万元，拨付 100 万
元支持黄梅戏剧院等文化品牌推广，拨付 5000 万元用于区档案
馆、文化馆、图书馆建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城乡
统筹发展，投入 1582 万元支持城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安排
4180 万元支持美丽乡村提升，加快品质庐阳建设。
（四）财政监督扎实推进，严格高效。一是强化财政财务
监督。结合落实省委巡视反馈整改任务，进一步规范财政财务
管理，以区“两办”名义出台《关于深化全区预算单位财政财
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牵头完成全区 133 家预算单位内部控制
报告、行政事业资产报告编报工作，预算单位年度财务检查、
行政事业单位经营资产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清查、滥发津贴补
贴和“小金库”专项整治工作、“小金库”防治“回头看”等
多个专项检查顺利开展，财经纪律得到严肃落实。二是严格金
融行业监管。强化“两类机构”年度检查和日常监管；开展 2018
年春节、“3.15”、“5.15”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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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和“现金贷”业务规范整顿工作。
成立庐阳区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庐阳区
依托网格化管理做好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实施方案》，开展
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专项行动，建立金融风险监测三级网络化
管理机制，排查摸底，打防结合，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
风险底线。三是依法接受人大和审计监督。坚持依法理财，严
格贯彻《预算法》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重大事项报告、议案
建议办理、民生工程视察等工作机制，及时向区人大及常委会
报告区本级预算草案、财政决算、预算调整方案和政府性债务
等事项，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
（五）财政改革纵深推进，质效并举。一是预算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升。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编制 2019-2021 年三
年滚动预算，加强项目日常储备和动态管理；细化实化预决算
公开信息，首次公开 2018 年项目支出绩效预算和部门整体绩效
预算；完善预算执行进度按月通报制度，实行预算执行结果与
预算编制挂钩；全面完成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实现资金
支付全流程“无纸化”。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推开。出台《庐
阳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实施细则》、《庐阳区预算单位财
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规范》等制度，进一步规范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操作流程。举办 2019 年预算绩效目标编制专题培训会，绩
效目标编制覆盖单位整体支出和 5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支出，并
对纳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财政支出按月、分季度进行实时
跟踪监控，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不断增强。三是公共资源交
易市、区一体化进程加快。完善“1+N”公共资源交易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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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算编制、交易审核、交易管理、合同备案和资金拨付实
现闭环管理。扩大网上商城采购范围，实现产权竞价项目全部
线上办理。承担的全国基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公开标准化规范
化试点，已通过省政务公开办验收。2018 年区级交易平台累计
已办结政府采购项目 6493 个（含徽采商城项目 5845 个），项
目办结数较上年增长 21.05%，成交金额 17275 万元，资金节约
率 8.71%。
总体看到，2018 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全面落
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积极化解重点税源外迁影响的基础上，
区级财政预算执行依然取得了预期效果，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
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改革扎实推进，财政财务管理持
续加强，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财
政管理和预算执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组织收入压
力大、支出需求仍然较大、部门预算管理尚不均衡，资金使用
绩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真抓实干，努力开创财政事业
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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