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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文件（12）

邢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2019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议案

邢台市人大常委会：

2019 年市本级政府预算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编制，依据

市人代会的批复执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受上级政策变化

和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调整等因素影响，市本级预算需要进

行调整。根据实际需要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并结合市本级财力，

市财政局按照程序提出了市本级 2019 年预算调整方案，邢台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提出了开发区 2019 年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调整方案

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具体调整方案详见附件。

邢台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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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19 年市本级政府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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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市本级政府预算调整情况

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的基本原则

本次预算调整的基本原则：一是新增的基本民生配套和个人

部分支出予以保障。二是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安排的重点工

作努力保障。三是一般性支出和支出进度慢的专项支出大力压减。

二、市本级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受上级政策变化和市委市政府重点

工作部署调整等因素影响，市本级预算需要进行调整。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公共财政

预算总收入 114.11 亿元，本次总收入拟调增 6.19 亿元（调入资

金调增 6.19 亿元），本次调整后的公共预算总收入为 120.3 亿元。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公共财政

预算总支出 114.11 亿元，本次总支出拟调增 6.19 亿元，本次调

整后公共预算总支出为 120.3 亿元。

本次公共预算支出净调增 6.19 亿元，其中：单面调增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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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单面调减 3.18 亿元。

（一）公共预算支出调减情况（一）公共预算支出调减情况（一）公共预算支出调减情况（一）公共预算支出调减情况

按照我市支出进度考核办法，结合支出进度，年初安排的项

目调减支出 3.18 亿元。其中：园博园支出调减 1 亿元（争取上级

补助 1 亿元），部门年初项目调减 2.18 亿元。

（二）公共预算支出调增情况（二）公共预算支出调增情况（二）公共预算支出调增情况（二）公共预算支出调增情况

安排新增支出 9.37 亿元，主要事项如下：

个人部分支出调增 3000 万元。主要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职业年金等需财政承担的清算资金 2000 万元，补发警察加班费和

执勤补贴等 1000 万元。

项目支出调增 9.07 亿元。主要调增项目是：

1、 清洁取暖市级“双代”配套 3.4 亿元；

2、 全市环保系统专项工作经费 3200 万元；

3、 廉政教育基地建设 900 万元；

4、 审批局工程项目网上审批系统 500 万元；

5、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建设 4829 万元；

6、 政法委三级网扩容 800 万元；

7、 市第一看守所扩建工程市级配套资金 550 万元；

8、 三区公安辅警人员经费 1212 万元；

9、 新增普高和学前教育生均经费 1506 万元；

10、 邢台学院生均补助资金 2000 万元；

11、 邢台医专生均补助资金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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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燃气差价补贴 1000 万元；

13、 水务局水利发展专项资金 1426 万元；

14、 河北农产品加工大会经费 650 万元；

15、 发改委救灾仓库工程款 561 万元；

16、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补贴 6000 万元；

17、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还本付息支出 1200 万元；

18、 城市规划编制费 819 万元。

具体详见附表。

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受土地出让市场波动影响，市本级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较多，

需要调减政府性基金收入，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相应调减政府性

基金支出。同时，省增加专项债券 9 亿元（桥东区 6 亿元、桥西

区 3亿元），也需要调整基金预算。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总收入为 91.77 亿元，本次拟调减 13.6 亿元（土地出让收

入调减 31.1 亿元、两区上解收入调增 8.5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调

增 9亿元），本次调整后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78.17 亿元。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总支出为 91.77 亿元，本次拟调减 13.6 亿元（市本级基金

支出调减 22.6 亿元、债券转贷下级支出调增 9 亿元），本次调整

后基金预算总支出为 78.1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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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出调增项目主要是：基金支出调增项目主要是：基金支出调增项目主要是：基金支出调增项目主要是：城建重点项目建设 2.3 亿元、专

项债券付息 0.34 亿元、龙岗片区建设 0.31 亿元、七里河清障工

程 0.7 亿元。

基金支出调减项目主要是：基金支出调减项目主要是：基金支出调减项目主要是：基金支出调减项目主要是：土地收储成本 10.6 亿元、保障

性住房建设资金 3.6 亿元、邢东新区重点项目建设 7.8 亿元、环

城公路建设 3 亿元、殡仪馆建设 0.6 亿元、召马地表水厂运营补

贴 0.5 亿元、城市体育公园建设资金 0.11 亿元。

具体详见附表。

四、2019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做调整

五、2019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未做调整

六、开发区预算调整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开发区公共财政预算总

收支均为 16.04 亿元，本次收支均拟调减 290 万元，本次调整后

的公共预算总收支均为 16.01 亿元。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开发区政府性基

金预算总收支均为 21.84 亿元，本次收支均拟调增 2.5 亿元，本

次调整后基金预算总收支均为 24.34 亿元。

具体详见附表。

以上 2019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请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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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平衡表（草案）

2、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功能分类表（草案）

3、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表(草案)

4、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表(草案)

5、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明细表（草案）

6、2019 年开发区公共财政预算调整平衡表（草案）

7、2019 年开发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功能分类调整表（草案）

8、2019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平衡表（草案）

9、2019 年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表（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