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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1年全县收入预算总计3472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2269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01558万元，上年结余结转2977 

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20000万元。 

    一、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697万元。其中，税收收入65212万元，

非税收入57485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增值税24971万元； 

2、企业所得税9000万元； 

3、个人所得税1656万元； 

4、资源税321万元； 

5、城市维护建设税2227万元； 

6、房产税4580万元； 

7、印花税850万元； 

8、城镇土地使用税4596万元； 

9、土地增值税4810万元； 

10、车船税1898万元； 

11、耕地占用税5240万元； 

12、契税4813万元； 

13、环境保护税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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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专项收入2068万元；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9223万元； 

16、罚没收入6647万元； 

1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39100万元； 

18、其他收入223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201558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8164万元，一

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108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08万元。具 

体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8164万元，其中主要项目：增值税和消费税

税收返还6023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835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 

费改革税收返还1306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1086万元，其中主要项目：体制

补助24372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6045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2091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5299万元，固定数额补

助收入17106，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6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50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875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217万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3026万元，节能环保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17886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6万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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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3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

付收入317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08万元，其中主要项目：一般公共 

服务14万元、公共安全19万元，教育12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189万元，卫生健康287万元、农林水1056万元、交通运输420万

元，住房保障194万元。 

    三、其他收入情况 

1、上年结余结转资金2977万元。 

2、从政府性基金调入20000万元。 

   四、说明：各项收入预算具体明细情况在预算草案报告和政

府预算套表中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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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1年县级支出预算总计3472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316712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0029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491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6712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9242万元。 

2、国防支出189万元。 

3、公共安全支出10088万元。 

4、教育支出61563万元。 

5、科学技术支出7185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721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556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46549万元。 

9、节能环保支出7617万元。 

10、城乡社区支出6656万元 

11、农林水支出46260万元。 

12、交通运输支出5678万元。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84万元。 

14、商业服务业等6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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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90万元。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866万元。 

17、住房保障支出5091万元。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5937万元。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24万元 

20、债务付息支出4092万元。 

21、安排预备费3000万元。 

22、其他支出12486万元。 

    二、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30029万元。主要是根据现行财政体制算账应

上解省市财政支出，包括体制上解、出口退税专项上解支出、收 

入增量省、市分成上解、地税增量上解、工商质监药监三部门专

项上解等项目。 

    三、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项目情况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安排491万元，主要用于2021年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贷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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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21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113605万元，其中，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034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34万元，上年结 

余收入1731万元。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10340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200万元。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60万元。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4940万元。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400万元。 

5、污水处理费收入440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1534万元，主要项目：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644万元，城乡社区支出749万元，农林水支出18万元，彩 

票公益金支出1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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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21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126907万元。 

    一、县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县本级支出预算113605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79693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安排的支出73889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1304万

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345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安排的支出54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502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4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支出644万元。 

3、农林水支出18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

出18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9万元，其中: 旅游发展基金支

出9万元。 

5、交通运输支出500万元，其中: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500

万元。 

    6、其他支出279万元，其中：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279万

元。 

    7、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0962万元。 

    8、调出资金20000万元。 

    9、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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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县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情况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为2318.09万元，其中：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2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

入9.05万元，上年结转专项转移支付109.04万元。 

二、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结为2318.09万元，其中：为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14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

出2300万元。 

三、结余情况 

2021年预计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结余为零，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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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原阳县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预算情况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保险缴费收入、财政补贴收

入、利息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2021年县

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4700 万元。各项保险基金收入情况是：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4700 万元。 

二、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2021 年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1261万元。各项保险基金支

出情况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1261 万元。 

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预算、生育保险基金，以上五项社

保基金预算归属新乡市统筹管理，我县不再单独编制预算。 

 

 

 

 

 

 

 

 



11 
 

2021年预算草案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法》及省财政厅关于编制2021年度预算有关文 

件精神，我县将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提前下达数编入年初预算。收

入预算由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

政政策衔接。税收收入充分考虑政策性减税降费等因素，分税种

测算安排。非税收入结合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按项目和相关政

策分析测算、合理安排。支出预算优化结构，统筹本级支出和转

移支付，在本级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做好“保工资、

保运转、保民生”的同时，重点保障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

目支出，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上级补助收入201558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8164万元，一

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108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08万元。具

体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8164万元，其中主要项目：增值税和消费税

税收返还6023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835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 

费改革税收返还1306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1086万元，其中主要项目：体制

补助24372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6045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2091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5299万元，固定数额补

助收入17106，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6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50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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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5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217万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3026万元，节能环保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17886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6万元，住

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3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

付收入317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08万元，其中主要项目：一般公共

服务14万元、公共安全19万元，教育12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189万元，卫生健康287万元、农林水1056万元、交通运输420万

元，住房保障194万元。 

各项转移支付预算具体明细情况在预算草案报告和政府预

算套表中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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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按照《预算法》和财政部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2020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6.7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12.84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3.89亿元。截至2020年底，全县

政府债务余额42.4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2.22亿元、专项债务

30.2亿元。 

2020年省政府批准并代理我县发行使用地方政府债133508

万元，其中：1、再融资债券6508万元，再融资债券资金严格按

照上级财政部门规定专项用于偿还债务系统管理的存量政府债

券。2、新增债券127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8700万元、专项债

券108300万元），按照规定主要用于黄河滩区迁建项目、产业集

聚区污水处理厂工程、郑济高铁建设、冷链物流、公立医院设备

购置、交通和市政设施项目等公益性资本支出。按照政府债务预

算管理有关规定，编制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预算调整方案，其中：

新增一般债券18700万元调整列入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新

增专项债券108300万元调整列入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0年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0529万元，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3790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8512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8002万元。 

根据2021年存量政府债务和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计划和债券

还本付息纳入预算有关管理规定，2021年初一般公共预算列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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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债券付息4092万元，一般债券还本拟使用2021年再融资债券还

本，未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还本；一般公共预算列支还贷准备

金491万元，用于偿还到期外债和再融资债券无法偿还的零星还

本支出。年初政府性基金预算列支专项债券还本预算1500万元、

专项债券付息预算10962万元。 

2021年我县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62100 万元，一般债券 50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2300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计划安排用于

原阳县金豫河冷链物流园建设项目 18800 万元、原阳县任庄城中

村改造项目 25900 万元、原阳县丹江源水厂项目 12000 万元、原

阳县城区供水地下水源地迁建项目 2200万元、原阳县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 3200万元；一般债券资金计划安排用于原阳县

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000 万元、原阳县乡村振兴项目

10000万元、原阳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20000万元，再融资债券

12300万元计划安排用于偿还以前年度到期债券本金。 

2021年预计全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30195万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133586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396609万元；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46673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25779 万元，专项

债务余额 3409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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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0 年根据上级财政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

和安排，我县继续稳步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多项措施，

通过建立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扩大绩效评价覆盖面，努力构

建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切实

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内容。

现将 2020 年全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强化制度建设，努力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制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扎实推进、取得新成效，完善各项制度建设

是基础。通过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确保全县绩效评价有

章可循、有规可依，建章立制统一绩效评价工作方法、工作程序

和各项评价标准，促进绩效评价整体管理水平稳步提高。截至

2020 年底，财政部门相继出台了《转发新乡市财政局、新乡市

审计局<关于建立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同联动机制的意

见>的通知》、《原阳县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关于开展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绩效评价报告范本》、《原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编制中长期财政规划的通知》等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制度）。

财政部门内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职能划归预算股负责，明确专人

管理。中期规划和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编制方案和编制软件将

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作为项目预算编制的必备要件，切实做到“无

目标不预算”。同时，注意以前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对下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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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反馈运用，按照中期财政规划编制有关规定，坚决执行“预

算资金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无效预算必淘汰”。此外，预算执

行过程中，结合上级财政部门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对扶

贫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二、2020 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整体情况 

2020 年，根据省财政厅、审计厅《关于建立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协同联动机制的意见》的通知，贯彻落实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改革要求，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各项工作部署。受业务

水平及经费困难等因素影响，项目单位仍延续以前年度自评为主

的评价方式。2020 年度，我县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共 40个项目，

金额共计 30986万元。部分重点专项资金我县都在县级政府网站

进行了公开，通过开展绩效考评工作，促进了全县工作的顺利开

展和预算资金效益的有效发挥。 

三、2021 年工作计划 

    （一）对标学习省市和先进地区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绩效

评价制度，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切合管理需求，评价内涵更

加丰富，评价效果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参照省市尽快成立绩效评价专门机构，全面加强业务

培训、提高相关人员业务水平和操作能力，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绩

效评价工作水平。 

    （三）引进绩效评价方式，探索财政部门开展绩效评价，试

点安排引进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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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反馈预算部门，将绩效评价和预算编制相结合，将绩效

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加大评价结果

的公开力度，在一定范围内披露部分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资金使

用绩效情况，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 

    （五）继续选取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切实做到“项

目预算必问效、无效必问责”。2021 年年初预算编制已添加“绩

效评价目标”等要素作为必备要件，即项目预算必须必备绩效目

标，才能纳入项目库。结合我县绩效评价工作实施进展情况，2021 

年初拟选取 40个重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涉及预算金额 13.6 亿

元。需要说明的是，年终根据我县收到省市转移支付情况和上级

关于绩效评价工作新要求，实际绩效评价项目将做相应调整，绩

效评价工作最终实施结果将及时予以报告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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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县级部门“三公”经费支出 

预算的说明 

 

经汇总县级部门预算，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

经费支出预算为1271万元，同比上年预算安排减少112万元，减

幅8%。分项目情况：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2、公务接待费55万元，同比减少3.6%；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449万元，同比 

减少2.4%（其中：公务用车维护41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39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支出较2020年增减变动情况分析。公务接

待费预算同比减少3.6%，变动因素主要是我县各部门全面深入贯

彻党中央八项规定，原则上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各级关于压缩

一般性支出的政策要求，厉行节约，切实降低公务接待费用支持。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同比减少2.4%，变动

因素主要是全县各部门均能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各级关于压缩

一般性支出的政策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执行公务用车改革有关

规定，切实压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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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2020年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报告说明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财政收入减收明显。为有效应对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0 年财政部增加地方政府债券限

额、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下达特殊转移支付资金，以更大的宏观

政策力度应对疫情影响，发挥了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根据预算

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现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原阳县 2020 年财政

预算调整情况，请予以审查。 

一、一般公共预算 

（一）调整事由 

2020 年县十四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一般预算收入在

预算执行过程中受疫情、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出现减收；省财

政厅增加转贷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增加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增加特殊转移支付资金，建议对我县年初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调整。 

（二）调整情况 

1. 预算收入调整情况。 

2020年县十四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县本级一般预算

收入 121121 万元，减收 6572 万元，建议收入调整为 11454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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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批准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6300 万元，上级新增

12200万元，建议收入调整为 18500 万元；批准的上级补助收入

201554 万元，上级新增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3654万元，新增特殊

转移支付资金 16342 万元，建议上级补助收入调整为 221550 万

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0年县十四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35629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调增 624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调增 431万元，教育支出减少 1985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减少 803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减少 29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减少 42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减少 706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增加 96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增加 20928万

元、农林水支出减少 3485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调增 8496 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调增 256万元、其它支出调减 3753万元等，

建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361253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 

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调整后，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454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2155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241万元，基

金调入 19946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8500万，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68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调整为 382473

万元。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125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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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18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87万元，

一般预算支出总计 382473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调整事由 

2020年县十四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减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增加；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增加。

建议对我县政府基金预算进行调整。 

（二）调整情况 

1. 预算收入调整情况。 

2020年县十四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县本级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 200000 万元，预计减收 145364万元，建议收入调整

为 54636 万元；批准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55300 万元，

上级新增 53000万元，建议收入调整为 108300万元；抗疫特别

国债收入增加 13903 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0年县十四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性基金支出

258377 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县本级政府性支出调减 145364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支出调增 53000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支出调

增 13903 万元。建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 179916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 

上述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后，县本级政府基金预算收入

54636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08300万元，上年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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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万元，上级补助资金 2328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收入 13903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为 179916万元。政府基金预算支出

141718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8252万元，调出资金

19946万元，支出总计 179916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

衡。 

三、政府债券安排情况 

（一）一般债券 12200 万元安排情况 

原阳县农村公路管理所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5100万元。 

郑济高速铁路（新乡市原阳县段）建设项目 7100万元。 

（二）专项债券 53000 万元安排情况 

原阳县中医院设备采购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2300万元。 

原阳县妇幼保健院购置医疗设备项目 1500万元。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冷链物流园建设项目 6200 万元。 

原阳县第三幼儿园建设项目 1100万元。 

原阳县中心医院门诊综合楼深化装修及购置设备项目 4000

万元。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智能立体停车场建设项目 2000万元。 

原阳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2000万元。 

原阳县住建局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2700万元。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一期）改造项目娄庄安置区建设

工程 27100万元。 

原阳县任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4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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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疫特别国债 17557 万元安排情况 

原阳县人民医院 P2 实验室建设项目 300万元。 

原阳县人民医院传染病楼升级改造项目 500万元。 

原阳县中心医院门诊综合楼项目 600 万元。 

原阳县疾病控制中心 P2实验室建设项目 300万元。 

原阳县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 1100万元。 

原阳县黄河滩区迁建官厂乡三合庄等 8个村扶贫整村搬迁拆

旧复垦项目 1320万元。 

原阳县农村公路管理所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3912万元。 

原阳县住建局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8317万元。 

原阳县住建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76万元。 

原阳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采购项目 92 万元。 

原阳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项目 540 万元。 

原阳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第四季度退伍军人抚恤金

281.545万元。 

原阳县民政局原阳县第四季度 80岁以上老人高龄补贴资金

218.455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暂不

调整，按年初人大批复的预算执行。预算执行和年终结算过程中，

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还会发生变化，预算支出还将作出相应调整，

具体变化情况我们将按实际财政收支数据在2021年初县人大会

议再做专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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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财政政策及名词解释 

 

1.财政职能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收支活动，财政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

支出两个部分。作为政治范畴，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

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

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作为经济范畴，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

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

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

配、调控经济和监督管理四种职能。 

2.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

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是衡量政府

财力的重要指标，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财政总收入是一个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关的概念。根据财

政部统一口径，财政总收入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当地

缴纳的国内增值税中央分享收入、国内消费税、纳入分享范围的

企业所得税中央分享收入和个人所得税中央分享收入。财政总收

入指标一方面有利于更加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的质量和

效益，另一方面有利于反映一个地区对中央财政的贡献。 

3.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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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

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

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主要的

一种财政收入形式。税收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占主体地位。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组织财政收入，税收还是政府调控经

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监督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 

4.非税收入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收入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由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

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通

过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罚没等方式（统称征收）取得的财

政资金。 

5.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财政支出同时使用支出功能分类和支

出经济分类两种方法。 

（1）支出功能分类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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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医疗卫生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预备费 

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2）支出经济分类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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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转移性支出 

赠与 

债务利息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贷款转贷及产权参股 

其他支出 

6.地方政府性债务 

地方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机关事业单位及地方政府专门成

立的基础设施性企业为提供基础性、公益性服务直接借入的债务

和地方政府机关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分为直接债务、担保债务

和政策性挂账。政府性债务包含政府性债务包含地方政府负有偿

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一些其他相关债务三大

部分。 

7.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债券是指一国中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地方公共机

构发行的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

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地方政府债券一般也是以当

地政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按照《预算法》规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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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

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

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

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

得用于经常性支出。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指出，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没有收益的公

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一般债务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

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

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对地方政府债务实

行规模控制，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举借

的债务，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

于经常性支出。 

8.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指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包括政府间

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基本要素。现行财政

体制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即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

支出范围，并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预算收入的财政管理体制。 

9.转移支付制度 

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进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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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财政资金转移所制定的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预算管

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手

段。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完善一般性

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

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严格控制引

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专项，对保留专项进行甄别，属地方事务

的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10.税收返还 

现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

税基数返还以及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从2009年起，

出口退税超基数地方负担部分专项上解等地方上解收入也纳入

税收返还（冲抵返还额）。 

11.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是经法定程序由国家权力机关批准的政府年度财

政收支计划。预算由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组成。预算体系框架由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构成，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全口径

预算是指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并实行与其性质相适应的管

理和监督，使政府预算做到体系完整、结构清晰、权责匹配、公

开透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人大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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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表明我国已建立由“四本预算”组成的有

机衔接的“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框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

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12.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

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包括本级各

部门(含直属单位，下同)的预算和税收返还、转移支付预算。 

13.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即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用于弥补短收年份

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

入并安排使用的专用基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单设科目，安排基

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基金的安排

使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14.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

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

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1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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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

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二○年提到百分之三十，

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决定》提出，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

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建立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应统筹使用的资

金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机制，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的力度。 

16.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预算法》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

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

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

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17.土地出让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是市县人民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

关政策规定，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

入，主要是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土地取得的收入，

也包括向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土地使用者依法收取的收入、划拨

土地时依法收取的拆迁安置等成本性收入、依法出租土地的租金

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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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期财政规划 

所谓中期财政规划，是在编制年度预算的基础上，统筹考虑

未来3年本级政府可用财力和支出需求，按照“近详远略”原则

提前确定3年分年度的收入安排和支出重点，同步编制后两年政

府及部门收支计划；以后年度在中期规划的基础上编制第2年预

算和之后两年收支计划，依次类推,滚动编制。编制中期财政规

划，将预算安排的视野从1年扩展到3年，有利于提高预算安排的

前瞻性，保障国家重大改革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落实；有利

于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合理安

排预算，细化预算编制，加快预算执行，增强预算约束，建立全

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19.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指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

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

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内容是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

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突出公益性和公共性。2014年，河

南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省财政厅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操作规程、支持培育社会组织发

展等配套管理制度和办法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目标是：

逐步提高公共服务项目资金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比例，初步形成

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和机制，建立相关制度法规体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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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全省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

度和机制，形成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高效合理的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体系和供给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 

20.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是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通俗地讲，就是

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21.财力 

    指全县财政可统筹用于安排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本级收入

和上级补助。具体为：地方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级税收返

还+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下级财政上解－对下级的税收返还－

对下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上级的上解。来自上级的专项转移

支付不计入本级财力。 

22.财政决算 

包括财政总决算和部门决算。财政总决算是指各级政府依照

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的全面反映各级政府年度预算收支执行结果的综合报告。部门决

算是指全面反映各部门（单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综合财务报

告。 

23.财税体制改革目标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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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

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现代预算

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税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国

家存在与公共治理的基础，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

重要工具；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 

24.财政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河南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以及河南省委《关于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贯彻省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做

好财政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意见》等重要会议和文件，对今后财

政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

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新常态，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清费立税，增收节支，优化结构，提高绩效，

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压缩其他支出，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着力转方式、补短板、防风险、促开放，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持续增长动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服好务。我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和打造“四个河南”、

推进“两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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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效率，调中求进、改中激活、转中促好、变中取胜，更加

注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强基础、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 

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加快四化同步发展，

确保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