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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18 年市本级决算和全市 

总决算情况的报告 

——2019年 9 月 28 日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邢台市财政局局长  郭路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会议作 2018 年市本级决算和全市总决算

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8年市本级和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2018 年，市本级和全市总决算均实现了收支平衡，预算执行

和财政财务管理情况良好，完成了市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2018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为 14.56 亿元。2018 年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7.76 亿

元，占年初预算的 121.9%，同比增长 15.6%；市本级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完成 63.29 亿元，同比增长 11.1%。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完成 46.9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42.5%；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58.69

亿元，同比增长 101.2%。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490

万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 2490万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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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64.9亿元，同比增长 21%；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64.8亿元，

同比增长 20%。 

省财政厅批复的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18年

市本级财政决算总收入 136.55 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7.76亿元，上级补助 51.68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19.49亿元，下

级上解收入 29.15 亿元，调入资金 5.65 亿元，上年结转 7.57 亿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25亿元。市本级财政总支出 131.78

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63.29 亿元,补助下级 46.74 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 14.1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2.18 亿元，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4.98 亿元。收支相抵后，结余 4.77 亿元，其中：结

转下年支出 4.77亿元，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省财政厅批复的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18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决算总收入 94.11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46.9亿元，上级补助 2.52 亿元，下级上解 11.92 亿元，

上年结转 6.12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26.65 亿元。市本级总支出

83.85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 58.69 亿元，补助下级 4.21

亿元，调出资金 5.4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9.32亿元，债务转贷支

出 6.23亿元。收支相抵后，结余 10.26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

出 10.26 亿元，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二）2018 年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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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8 亿元。2018 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49 亿元，为年

初预算的 107.8%，同比增长 17.6%；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494.84 亿元，同比增长 18.24%。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219.34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73.7%；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224.52

亿元，同比增长 41.6%。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34 亿

元，支出 500 万元，其余全部调入公共财政预算。全市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完成 201.43 亿元，同比增长 19%；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189.36亿元，同比增长 23%。 

省财政厅批复的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

全市财政决算总收入 556.81 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49

亿元，上级补助 277.21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45.86 亿元，上年结

转 18.23亿元，调入资金 51.53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28

亿元。全市财政总支出 542.13 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94.84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3.72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

出 22.4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21.31 亿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14.68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4.68 亿元。 

省财政厅批复的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18年

全市政府性基金决算总收入 306.92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 219.34 亿元，上级补助 3.43 亿元，上年结转 23.25 亿元，

债务转贷收入 60.74 亿元。全市总支出 285.01亿元，其中：政府

性基金支出 224.52 亿元，调出资金 42.49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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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亿元。收支相抵后，结余 21.91 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21.91亿元，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二、2018年财政运行情况 

（一）圆满完成年初计划，主要指标位于全省先进位次。按照

“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要求，时刻紧盯预算进度，加

强分析督导调度，财政收支实现平稳增长。2018年全市全部财政收

入完成 273.7 亿元，同比增长 17.8%，增幅位于全省第 5 位；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49 亿元，同比增长 17.6%，增幅连续两年居全

省首位。 

（二）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服务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一是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2018年，全市争取上级各类转移支付 235亿元，

同比增长 7.8%，争取政府债券 106.6 亿元，同比增长 31.8%。成功

入围 2018年国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三年内将获得中

央财政奖补资金 15 亿元。二是下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 1.42

亿元、工业转型升级资金 1.25亿元，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三是积极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59个项目储备入库，23个项目签约落地。 

（三）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一

是着力支持生态环境改善，争取各级环保类资金 14亿元，同比增长

20.7%。制定了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补助政策，市、县补贴标准与省统

一。二是着力支持精准脱贫，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2018年全市

共安排财政扶贫资金 2.8 亿元，增长 56.3%。积极开展涉农资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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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整合，2018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7.74 亿元。三是着力防范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开展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全面摸清全了市政

府隐性债务底数，制定了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政府债务偿还和

风险化解规划、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等制度。 

（四）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推动全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2018

年，全市民生支出完成 402.5 亿元，占全部支出的 81.3%。一是积

极落实支农惠农政策，下达农业生产补助和惠农补贴资金、农田水

利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 2.1亿元。二是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 12.9亿元。三是积极筹集资金支持主城区教

育三年攻坚计划，推动引进石家庄精英中学来邢办学。四是城乡居

民养老补助、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城乡低保标准等基本民生保障标

准逐步提高。 

（五）深入推进财政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一是

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市本级实现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县

（市、区）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实施。二是扎实推进市以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县共同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保障标准、规范了支

出责任。三是调整完善了县区财政体制，进一步合理划分了各级政

府间利益分配关系，调动“一县三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2018 年，我市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各项工作也取得了

较好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较

多。2019 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我市财政收入带来



 

 -6- 

较大影响，而各项刚性支出不断增加，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加大，

财政收支矛盾日趋尖锐。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高

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下一步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财税收入征管。一是继续把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经

济指标，把组织收入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旬汇总、月分析、定期

调度，着力优化收入结构，努力做到均衡入库。二是严格规范税

收征管，既杜绝过头税、乱收费和虚收空转又坚决禁止人为延压税款

等情况，确保该减的减下来，该增的增上去。三是进一步加强非税收

入管理，对应征的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征收入库，杜绝违规减征、免征、

缓征。 

（二）确保全年收支平衡。2019 年，由于减税降费的实施，

我市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我们将努力开源节流，确保全年收

支平衡。一方面要全面清理财政存量资金，及时收回结余资金和

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统筹用于各重点领域支出；另一方

面硬化预算约束，严控预算追加，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三）做好 2020 年预算编制工作。按照“三保一压”（保证

公教人员工资足额发放；保机关基本运转；保证民生支出需要；

压减一般性支出）的原则，科学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努力做到预

算编制有的放矢、精准安排。加强资金统筹力度，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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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创新。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突出抓好“公共安全领域”和清河县、

桥西区示范典型。完善水资源税、环保税、增值税、国有资产报

告制度、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会计集中核算

等财税改革措施，进一步巩固改革成果、提升改革成效。 

（五）积极防范财政运行风险。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着力提

高财政运行风险防控能力，牢牢守住财政系统不发生区域性、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加强对县（市、区）的监控和帮扶指导，

做到对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切实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

为，严格落实政府债务债券偿还责任，确保不发生到期违约风险。

全面落实债务化解方案，逐步降低债务风险水平。 

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

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确保全年预算收支平衡、确保“三

保”不出现任何问题、确保不发生区域性债务风险，努力完成全

年预算任务，为建设新时代经济强市、美丽邢台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以上报告，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