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瑞金市 2015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及 2016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6 年 2 月 28 日在瑞金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许晓龙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 2015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
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全市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向大会报告 2016
年市本级预算草案，请予审查批准。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会
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5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2015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上级财政部门的精心指导下，
在市人大的依法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市财政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更具活力实力魅力区域性中心城
市总体工作目标，积极深化财政改革，增收节支，不断提升财政
综合管理水平，努力完成“十二五”规划财政收支目标任务，实
现了三个翻番，两个提高。“三个翻番”：主要是财政总收入、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不断突破，指标绝对值
分别比 2010 年增长了 174%、184.3%和 185.7%，全面实现翻番，
接近增长两倍。“两个提高”：一是财政收入质量大幅提高，2015
年我市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 88.8%，比 2010 年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跃居赣州县市区第一；二是民生支出占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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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高，2015 年我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
75%，比 2010 年提高了 6.3 个百分点。2015 年，市财政部门按照
“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要求，积极发挥部门
职能作用，努力贯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强化预算执行，
全力保障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向好发展。
（一）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 15905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增
收 9042 万元，
增长 6%。
其中：国税 43009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9%；
地税 982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2.9%；非税 1776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85.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707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3%，同比增
收 10113 万元，增长 9.5%。其中：国税 141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4%；地税 866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7%；非税 1633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78.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是：
增值税 25%部分 83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2%；营业税 3043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1.7%；企业所得税 40%部分 11544 万元，完成预
算的 87.9%；个人所得税 40%部分 20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2%；五
小税 264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62%；城市维护建设税 326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5.1%；烟叶税 1362 万元，完成预算的 80.1%；车船
税 71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8.7%；耕地占用税 485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78.4%；契税 114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76.2%；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 15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55.4%；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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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703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7.9%；罚没收入 377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87.8%；专项收入 35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63.9%。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7049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51.6%，同比增支 57904 万元，增长 18.5%。主要支出项目预算执
行 情 况 是 ： 一 般 公 共服 务 支 出 32173 万 元 ， 完 成 调 整 预 算的
178.3 %；公共安全支出 1265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8.5%；教
育支出 8851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81.8%；科学技术支出 738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62.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936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23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417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24.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6048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15.8%；节能环保支出 598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32.2%；城乡社区支出 1200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6%；农
林水支出 4663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264.9%；
交通运输支出 405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26.6%；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836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47.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188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117.4%；金融支出 33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3
倍；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80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48.2%；住
房保障支出 3213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86.7%；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116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84.7%。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0492 万元，比调整预算数 244435
万元增加 126057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上级补助收入比年初提前
告知数增加 96509 万元，增加的项目及资金主要是：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 4752.85 万元，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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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基建投资预算资金 2300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 4293
万元，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均衡性发展一次性补助资金 1171 万元，
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性补助资金 1717.92 万元，支持教育
事业发展一次性补助资金 1000 万元，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补助
资金 5000 万元，重大平台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10000 万元，电
子商务进农村专项资金 1850 万元，支持油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3000 万元，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转移支付资金 4145 万元，均衡性转
移支付增量资金 8854.3 万元，瑞金区域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项目资金 1100 万元等。二是上级新增安排我市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收入 24752 万元，相应增加支出 24752 万元。三是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 117077 万元，比预算数 113381 万元超收 3696 万元。四
是调入资金 1100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 700 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400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1）收入方面：虽然我市财政总收入和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超预算完成，但受经济形势下行影响，土地交易市
场持续不景气，导致耕地占用税仅完成预算的 78.4%，营业税仅完
成预算的 91.7%；烟叶种植面积减少，导致烟叶税仅完成预算的
80.1%；矿产品原料价格持续低位徘徊，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入库
同比大幅减收，导致专项收入仅完成预算的 63.9%。
（2）支出方面：
部分支出科目执行数与预算数偏差较大，主要是上级或本级追加
了我市相应支出科目支出，如：本级追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
及重点工作考评先进表彰奖励资金支出 292.21 万元，金融支出完
成调整预算的 83 倍；上级追加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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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央基建投资金预算补助支出 2300 万元及追加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支出 4293 万元等，农林水支出完成调整预算的 264.9%。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 市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74489 万 元 ， 完 成 预 算 的
51.7%，同比增收 37653 万元，增长 102.2%。其中：政府住房基金
收入 93 万元，同比减收 292 万元，下降 75.8%；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收入 4749 万元，同比增收 3565 万元，增长 301.1%；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收入 302 万元，同比增收 164 万元，增长 118.8%；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8345 万元，同比增收 33967 万元，增长
98.8%；彩票公益金收入 983 万元，净增 98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费收入 17 万元，净增 17 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15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56.6%，同
比增加 38367 万元，增长 88.9%。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9
万元，同比增加 458 万元，增长 53.8%；城乡社区支出 74068 万元，
同比增加 41196 万元，增长 125.3%；其他支出 6171 万元，同比减
少 1114 万元，下降 15.3%；教育支出净减 756 万元、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净减 50 万元、农林水支出净减 1182 万元、资源勘探电
力信息等支出净减 135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净减 50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 74489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9100 万元和
上年结余 617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84206 万元，减去本年基金支
出 81548 万元，上解支出 1425 万元，调出资金 700 万元，年终滚
存结余 533 万元。
2015 年，我市土地交易市场持续低迷，全年土地成交出让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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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比 2014 年减少 130 亩，下降 31.3%；其中：商业居住用地全
年出让 130 亩，同比减少 95 亩，下降 42.2%，受此影响，相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支科目未完成预算。同时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将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主要用于人员和机
构运转等方面的项目收支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具体包括地方教育
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地方土地出让收
益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教育资金、转让政府还贷道路收费权收
入、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水利建设基金、船舶港务费、
长江口航道维护收入等 11 项基金，因此 2015 年我市政府性基金
预算中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农林水支出、资源勘探
电力信息等支出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同比净减。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0416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48.1%，其中：保险费收入 56954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4025 万
元，利息及其他收入 319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分项目情况：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468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8851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7670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 26546 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收入 4946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677 万元，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 541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255 万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711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8%，
剔除上解支出 3338 万元，本级支出完成 67786 万元。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分项目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59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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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078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出 5975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25184 万元，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918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293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211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210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04169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67529 万元，
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1124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00574 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9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其中：利润收入 16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226 万元，其他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09 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其
中：城乡社区支出 200 万元，其他支出 1163 万元，调出资金 40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951 万元，减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1763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88 万元。
5.地方性政府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5 年上级分配我市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42565 万元，其
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24752 万元，存量债务置换债券 17813
万元。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我市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资金主要用于经开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
业保障等方面，具体项目：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 5000 万元，火车
站站前广场建设 2000 万元，城市亮化工程 5000 万元，瑞金陆路
-7-

口岸作业区（进境粮谷国检监管区）建设 4000 万元，保障性住房
建设 8752 万元。以上债券资金分配使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要求，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了支出预算调整方案，
并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4 会议和第 36 会议上批准执行。
（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财政总收入完成 15905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同比
增收 9042 万元，增长 6%。其中：国税 4300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9%；地税 982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2.9%；非税 17768 万元，
完成预算的 85.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707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3%，同比增
收 10113 万元，增长 9.5%。其中：国税 141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4%；地税 866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7%；非税 1633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78.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是：
增值税 25%部分 83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2%；营业税 3043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1.7%；企业所得税 40%部分 11544 万元，完成预
算的 87.9%；个人所得税 40%部分 20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2%；五
小税 264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62%；城市维护建设税 326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5.1%；烟叶税 1362 万元，完成预算的 80.1%；车船
税 71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8.7%；耕地占用税 485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78.4%；契税 114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76.2%；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 15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55.4%；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 703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7.9%；罚没收入 3778 万元，完成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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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 87.8%；专项收入 35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63.9%。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7534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70492 万元减去补助乡镇支出 2295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51.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是：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2656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211.3%；公共安全支出
1265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8.5%；教育支出 88510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182.9%；科学技术支出 738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62.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93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237.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90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10.4%；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121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13.8%；节能
环保支出 598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32.2%；城乡社区支出 1176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8%；农林水支出 42886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297.1%；交通运输支出 405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26.6%；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836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47.7%；商
业服务业等支出 618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17.4%；金融支出
33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3 倍；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808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48.2%；住房保障支出 32139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90.2%；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16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84.7%。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44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51.7%，同比增收 37653 万元，增长 102.2%。其中：政府住房基金
收入 93 万元，同比减收 292 万元，下降 75.8%；国有土地收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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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 4749 万元，同比增收 3565 万元，增长 301.1%；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收入 302 万元，同比增收 164 万元，增长 118.8%；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8345 万元，同比增收 33967 万元，增长
98.8%；彩票公益金收入 983 万元，净增 98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费收入 17 万元，净增 17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15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56.6%，
同比增加 38367 万元，增长 88.9%。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9 万元，同比增加 458 万元，增长 53.8%；城乡社区支出 74068
万元，同比增加 41196 万元，增长 125.3%；其他支出 6171 万元，
同比减少 1114 万元，下降 15.3%；教育支出净减 756 万元、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净减 50 万元、农林水支出净减 1182 万元、资源勘
探电力信息等支出净减 135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净减 50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 74489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9100 万元和
上年结余 617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84206 万元，减去本年基金支
出 81548 万元，上解支出 1425 万元，调出资金 700 万元，年终滚
存结余 533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0416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48.1%，其中：保险费收入 56954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4025 万
元，利息及其他收入 319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分项目情况：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468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8851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7670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 26546 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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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基金收入 4946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677 万元，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 541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255 万元。
市 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71124 万 元 ， 完 成 预 算 的
109.8%，剔除上解支出 3338 万元，本级支出完成 67786 万元。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分项目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5917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078 万元，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5975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25184 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918 万元，工伤保
险基金支出 293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211 万元，生育保险基
金支出 210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04169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67529 万元，
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1124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00574 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9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其中：利润收入 16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226 万元，其他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09 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
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200 万元，其他支出 1163 万元，调出资金 40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951 万元，减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1763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88 万元。
（三）2015 年财政主要工作
1.加大重点投入，财源建设更加有序。2015 年，市财政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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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工业，加快旅游业，巩固房地产业，鼓励新型业态”的基
本思路，着力培植壮大财源。一是紧扣电气机械及器材、绿色食
品和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现代轻纺、旅游文化、现代农业六大
重点产业和新能源、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三大新兴产业的“6+3”
产业发展定位，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助推工业产业转型、集聚发
展。二是安排工业发展产业引导资金 1.8 亿元，发挥财政资金引
领作用，多渠道筹集资金，帮助解决经开区建设投入不足问题，
加快推进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工业发展的“火车头”。三是
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叶坪旧居旧址、沙洲坝红井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努力把我市打造成为国内外著名旅游名城，提升旅
游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四是安排资金 5900 万元，实施商品房购
房补贴和契税补贴政策，提前做好房地产“去库存”工作，维护
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五是支持拓展新型业态。大力扶
持电子商务发展，帮助推动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企业融入“互联
网+”经济大潮，培植多业态发展体系，实现延伸发展新型业态，
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六是做好招商引资经费保障工作。安排
招商引资工作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助推招商引资工作。2015 年我
市招商引资工作实现签约项目 27 个，其中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亿元以上项目 12 个，签约资金 74.37 亿元。七是积极推进“减
税清费”工作。坚持“放水养鱼”
，全面贯彻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
及时取消各类不合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效减轻企业负担。2015
年我市减免企业各类税费 6852 万元。八是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积极发挥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及财政惠农信贷通等平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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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功能，累计为 388 户企业、农业合作组织提供信贷担保，发
放贷款 4.5 亿元。
2.狠抓税收征管，收入质量更加优化。为克服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支柱税源行业增收乏力、政策性减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市财税部门进一步加强配合，不断强化征管，努力开源挖潜，确
保我市财政收入保质增收。2015 年全市税收收入完成 141290 万
元，同比增收 10965 万元，增长 8.4%，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88.8%，
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税收占比高出赣州县市区平均水平 11.1
个百分点，在赣州排位第一。一是积极做好税源摸底工作，做到
分行业、分业户逐一分析，对税源分布做到心中有数，进而确保
税收征管有序。二是着力完善社会综合治税平台。强化各部门各
单位协税护税责任，凝聚税收征管工作合力，努力实现税收应收
尽收。三是加大税收清理力度。积极开展房地产业、建筑安装业、
工业园区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税收清理，2015 年我市累计清理税收
入库 32593 万元。四是加强零星税收的征管。完善税收的征管制
度，强化零星税收管理，积极构建公平合理的税收征管工作机制。
五是加强非税收入征管。加强“以票管收、以票促收”制度管理，
规范减免行为，从源头上堵塞征管漏洞。
3.注重民生投入，支出结构更加合理。市财政部门按照“保
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基本原则，着力加大调控力度，合理
控制行政运行成本，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积极发挥财
政资金效益，有效提升财政保障水平。一是安排资金 66302 万元，
全面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工资调整政策，确保干部职工工资及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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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员离退休费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二是拨付教育、文化体育
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农林水等民生
资金 277684 万元，同比增长 18.3％，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三
是统筹安排资金 33500 万元，全力支持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开展
产业、搬迁、教育、就业、保障和金融等六大扶贫工程，助力我
市贫困群体加速脱贫致富。四是安排义务教育机制改革保障经费
7387 万元，确保了我市生均公用经费、寄宿制学校寄宿生公用经
费政策落实到位。五是加大学前教育资金投入，积极支持乡镇公
办中心幼儿园建设，帮助提升学前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六是拨
付资金 2011 万元，确保代课教师一次性补偿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七是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拨付资金 257 万元，六类参战人员
生活补助标准月人均增加 40 元达到 570 元；拨付资金 6990 万元，
城乡低保补差水平分别提高到月人均 450 元和 240 元；拨付资金
1224 万元，烈士子女补助标准年人均增加 70 元达到 200 元；拨付
资金 1244 万元，农村集中和分散五保供养标准年人均增加 360 元
分别达到 3960 元和 3360 元。八是进一步巩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拨付孤儿养育金补助 127 万元，救助对象 132 人；拨付失地农民
养老生活补助资金 664 万元，补助对象 2812 人；拨付 60 周岁以
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资金 3282 万元，惠及对象 8853
人。九是安排资金 29909 万元，支持 1557 户农户实施土坯房改造，
新增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360 套、棚户区改造 343 户。十是安排
资金 2000 万元，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十一是安排资金 3000
万元，大力推进壬田百强中心镇建设；拨付资金 1440 万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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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拨付资金 3025 万元，支持病险水
库加固及城市防洪工程等建设。十二是拨付资金 3042 万元，加大
基层组织经费保障力度，确保村居干部基本报酬及时足额发放。
4.推进财政改革，体制机制更加规范。坚持把深化改革和促
进发展相结合，不断推进财政改革，完善财政运行机制，提升财
政工作效能。一是完善预算编制体系。在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以及社保基金预算编制基础上，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
入政府预算编制体系，基本建立全口径的预算编制体系。二是建
立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制度，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及时收回
财政结转结余资金 10846 万元预算统筹安排使用。三是健全“三
公”经费及部门预决算公开制度，除涉密部门外，全市所有预算
单位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或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三公”经
费及部门预决算信息，确保了“三公”经费只减不增。2015 年全
市“三公”经费同比减少 295 万元，下降 7.8%。四是稳步推进政
府购买服务工作。拨付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1574 万元，推进政府购
买服务试点项目 30 个，涵盖市直机关维持单位正常运转的技术服
务领域以及养老、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区、残疾人服务、
环境保护、农业等重点事业发展服务领域。五是加强政府性债务
管理。及时开展存量债务甄别清理，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严格
控制新增债务，并向省财政部门争取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
资金 17813 万元，优化债务结构，减轻债务资金成本，有效防范
财政风险。六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2015 年，市财政部门对全市
74 户（含驻市单位 21 户）单位进行了非税收入征管质量检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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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违规违纪资金 399.48 万元，追缴入库 117.52 万元，限期整改
资金 281.96 万元 ；组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查出违规
违纪资金 926.19 万元，追缴财政资金 18.71 万元，限期整改资金
907.48 万元。七是财政评审及政府采购工作成效明显。组织工程
预算评审项目 588 项，评审项目总投资金额 186508 万元，审减不
合理资金 44028 万元，审减率达 23.6%；政府采购节约资金 1249
万元，节约率为 4.7%。
5.紧抓政策机遇，争资成效更加凸显。市财政部门把握机遇，
努力争取上级财政加大对我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一
是立足于财政部对口支援瑞金的良好机遇，大力争取了革命老区
专项转移支付、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以及车购税专项补助资金等共计 48751 万元。其中：争取 G319、
G323、G206 瑞金市环城国道改造资金 12190 万元，叶坪田坞片区
主干公路建设资金 2800 万元，油茶发展中央专项补助资金 13000
万元，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中央补助资金 5000 万元，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转移支付资金 4145 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江西省原
中央苏区社会公益事务建设资金 3302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 3000 万元。二是紧抓叶坪田坞片区省长精准扶贫点，
重点争取专项扶贫补助资金、民生保障资金、现代农业产业补助
资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农村教育保障专项资金
等，缓解我市民生事业投入不足。2015 年，在全市共同努力下，
我市共计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227649 万元，同比增加 47885 万元，
增长 26.6%。同时向省财政厅争取到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4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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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加 32865 万元，增长 338.8%。
各位代表，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
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一是财政增收后劲乏力，经济增速日趋
放缓，财源结构单一、支柱税源增收乏力。二是财政收支矛盾突
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稳增长、促发
展支出需求也不断增加，财政资金调度更加困难，收支矛盾更加
凸显。三是财政改革任务艰巨。2016 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
年，对于如何通过改革的手段更加科学合理地分配与管理财政资
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还需要努力探索。以上问题，我们
将高度重视，努力解决。
二、2016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
2016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做好新一年的财政工
作，对于保持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
确定的目标，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2016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总体原则：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西工作提出的新的希望和“三个着
力、四个坚持”总体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省委“十六字”方针、赣州市委“解
放思想、内外兼修、北上南下”实践路径和市委“三大保障、六
大支撑”目标任务，按照“稳定增长、转化动力、强化保障、守
好底线”的基本原则，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继续实施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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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政策并加力增效；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切实保障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和重点支出需要；坚持健全
和完善预算编制体系和分配机制，加强项目库建设，深入推进全
口径预算管理；坚持厉行节约、从紧编制预算，大力压缩一般性
支出，硬化预算约束；坚持推进预算公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实现“十三
五”财政工作的良好开局，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一）2016 年全市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全市财政总收入安排 175000 万元，比上年实际执行数增长
10%，其中：国税 50000 万元，地税 100000 万元，非税 25000 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8800 万元，比上年实际执行数增长
10%。主要项目的安排情况是：税收收入 105400 万元，其中：国
税 17270 万元，地税 88130 万元；非税收入 23400 万元，其中：
专项收入 5300 万元，罚没收入 5300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000 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800 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8800 万元，加上税收返还收入
2305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810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2772 万元、上年结转 1212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4970 万元，收入
预算安排 268226 万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安排 268226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28276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1239 万元；教育支出 63367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470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4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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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239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2538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736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9472 万元；农林
水支出 19635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120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
出 6223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465 万元；金融支出 54 万元；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53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485 万元；粮油
物资储备支出 637 万元，预备费 268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646
万元,其他支出 10777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110053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收入 5436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722 万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4897 万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392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528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78
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110045 万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109133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84 万元，其他支出 528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 110053 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 533 万元，减
去本年支出 110045 万元、上解支出 8 万元，年终结余 533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 127759 万元，其中：保费收入
72673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 51362 万元，利息及其他收入 3724 万
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分项目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7244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0109 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8436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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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 29675 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785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689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409 万元，生育
保险基金收入 213 万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119631 万元，剔除上解支出 1605
万元，本级社会保险基支出安排 118026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分项目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0976 万元，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6925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 7451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28646 万元，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274 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457 万
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56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241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27759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100574
万元，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19631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08702
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 2168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132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230 万元，产权转让收入 50 万元，其他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 1568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88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168 万元，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867 万元，调出资金 301 万元。收支相抵，预算收支平衡。
（二）2016 年市本级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财政总收入安排 175000 万元，比上年实际执行数增长
10%，其中：国税 50000 万元，地税 100000 万元，非税 2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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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8800 万元，比上年实际执行数增长
10%。主要项目的安排情况是：税收收入 105400 万元，其中：国
税 17270 万元，地税 88130 万元；非税收入 23400 万元，其中：
专项收入 5300 万元，罚没收入 5300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000 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800 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8800 万元，加上税收返还收入
2305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810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2772 万元、上年结转 1212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 4970 万元、补助
乡镇支出 15321 万元，市本级收入预算为 252905 万元。根据收支
平衡的原则，2016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52905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758 万元；公共
安全支出 11239 万元；教育支出 63074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470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54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612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9045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736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9317 万元；农林水支出 16787 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 120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223 万元；商业服务业
等支出 2465 万元；金融支出 54 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53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098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37 万元，预
备费 268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646 万元，其他支出 10777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110053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收入 5436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722 万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4897 万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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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528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78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110045 万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109133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84 万元，其他支出 528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 110053 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 533 万元，减
去本年支出 110045 万元、上解支出 8 万元，年终结余 533 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 127759 万元，其中：保费收入
72673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 51362 万元，利息及其他收入 3724 万
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分项目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7244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0109 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8436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
金收入 29675 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785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689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409 万元，生育
保险基金收入 213 万元。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119631 万元，剔除上解支出
1605 万元，本级社会保险基支出安排 118026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分项目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0976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6925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出 7451 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28646 万元，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274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457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56 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241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27759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1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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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19631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08702
万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 2168 万元，其中：利润收入 132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230 万元，产权转让收入 50 万元，其他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 1568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88 万元。市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168 万元，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1867 万元，调出资金 301 万元。收支相抵，预算收支平衡。
各位代表，根据《预算法》规定， 2016 年总预备费实际安排
2680 万元。受财力所限，预算周转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偿债
准备金均未作预算安排，需本级财政投入的建设类及其他资金，
也无法全部列入预算盘子。
三、2016 年全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资
金主要安排情况
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和保民生发展目标，2016 年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资金 67848 万元，加上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专项资金 94897 万元，合计安排 162745 万元，主要项目安排如下。
（一）教育专项 9768 万元。安排生均公用经费 6068 万元，
教师培训经费 100 万元，教育综合保障经费 2000 万元，教育保障
专项配套资金 1600 万元。
（二）农业专项 6705 万元。安排乡镇发展和小城镇示范镇建
设专项资金 1000 万元，精准扶贫专项资金 1000 万元，产业发展
扶持专项资金 1000 万元，烟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316 万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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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配套资金 200 万元，果业发展
专项资金 90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资金 57 万元，森林城乡、
绿色通道建设补助经费 300 万元，
“四位一体”专项工作经费 100
万元，以工代赈配套资金 100 万元，农村公路改造配套资金 500
万元，农村公路养护专项经费 416 万元， 连心工程活动配套资金
300 万元，农村党员创业致富贷款贴息补助 50 万元，
“两馆一站”
免费开放配套资金 50 万元，广播电视卫星直播户户通配套资金
206 万元，农村清洁工程建设资金、农业保险补贴资金、化肥淡季
储备利息补贴 20 万元。
（三）科技类专项 131 万元。主要是安排科技三项费用 131
万元。
（四）医疗卫生专项 14386 万元。安排公立医院改革专项资
金 2300 万元，医保配套资金 5195 万元，新农合配套资金 794 万
元，城乡医疗救助配套资金 160 万元，基本药物配套资金 154 万
元，公共卫生均等化资金 163 万元，道路交通救助（爱心救助）
基金 100 万元，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专项经费 20 万元，计生事业费
5500 万元。
（五）社保专项 7023 万元。安排社会保障缴费 867 万元，新
农保配套资金 453 万元，城乡低保配套资金 2263 万元，五保供养
配套资金 252 万元，长寿老人生活补贴资金 1133 万元，义务兵优
待金 889 万元，退役士兵安置费 428 万元，地方救灾本级配套资
金 360 万元，临时救助资金 62 万元，城乡居民亡故遗体免费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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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316 万元。
（六）文体广播类专项 520 万元。安排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320
万元，全民读书活动购书补助经费 100 万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经费 100 万元。
（七）政法等专项 1255 万元。安排消防专项经费 308 万元，
公安专项经费 588 万元，政法维稳专项经费 108 万元，社区矫正
专项经费 50 万元，人民陪审员专项经费 30 万元，人民武装工作
专项经费 171 万元。
（八）工业商业交通类专项 11414 万元。安排工业发展专项
引导资金 5000 万元，规划编制专项经费 1000 万元，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 3000 万元，招商引资专项经费 1000 万元，地方储备粮利
息费用补贴经费 497 万元，航空发展专项资金 334 万元，公交车
优惠对象免费乘公交车补助 83 万元，经开区运行经费 400 万元，
“六大攻坚、六大支撑”专项经费 100 万元。
（九）城市维护建设专项 4868 万元。安排环卫清扫保洁费
2650 万元，环卫车辆运行费 200 万元，垃圾处理厂运行经费 60
万元，绿化养护费 228 万元，路灯电费和维护费 800 万元，治违
拆违专项经费 300 万元，排污费支出 500 万元。
（十）行政及其他专项经费 9132 万元。安排乡镇补贴及县以
下职级并行补贴 3912 万元，五争工作经费 1000 万元，会议及表
彰经费 1000 万元，“金财工程”国库集中支付大平台及公务卡改
革建设经费 200 万元，信访救助专项资金 240 万元，协税护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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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640 万元，重大项目开发费 300 万元，市场监督管理专项经费
100 万元，基本建设投资评审经费 1000 万元，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工作经费 70 万元，重大接待经费 600 万元。
（十一）债务还本付息专项 39767 万元。安排城投集团和旅
游开发公司政府性债务还本付息资金 37121 万元，其中：还本
26800 万元，付息 10321 万元。
（十二）基建专项 57776 万元。安排 2016 年重大项目征地拆
迁补偿等相关支出 57776 万元。
四、市教育局、市卫计委 2016 年部门预算草案重点审核情况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市教育局、市卫计委 2016 年部
门预算草案进行重点审核。两个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收支预算总
体安排情况是：
（一）市教育部门预算
1.收入预算 59392.7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55523.43
万元，事业收入 3075.51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793.81 万元。
2.支出预算 59392.7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9270.75 万元；
项目支出 122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 45856.25 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37.5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3798.96
万元。按支出经济科目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35752.83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10101.3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536.26 万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 2.3 万元。
（二）市卫计委部门预算
1.收入预算 48278.9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508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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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事业收入 42713.13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484.55 万元。
2.支出预算 48278.9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6239.15 万元，
项目支出 2039.83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2331.21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5212.23 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735.54 万元。按支出经济科目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4246.2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1842.4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 2159.63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25.3 万元，其他支出 5.4 万
元。
五、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确保完成 2016 年预算任务
2016 年全市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及中
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始终坚持经济稳定增长“一条主线”，
努力实现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使用绩效“两项提高”，牢牢把握保
运转、保民生、保重点“三个确保”，积极推动工业、现代农业、
服务业和互联网+产业“四大发展”， 全面落实 “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不断强化产业转型升
级、基础设施完善、文化繁荣、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和生态提
升“六大支撑”，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为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围绕以上总体要求，2016 年着重抓好以下六个方
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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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财源培植，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坚持加大财政有
效投入，着力培植财源，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一是加大工业
发展投入，持续助推“主攻工业、三年翻番”战略实施，支持光
电、生物制药、绿色食品等业基地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
是支持工业发展平台建设，加大国家级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提升工业发展承载力。三是加大财政投入，重点推进省级现代农
业示范区壬田、叶坪核心区建设，支持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创
汇农业、订单农业和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四是支持旅游
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及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发展，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极。五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鼓励房地产市场
刚性消费需求供给，积极消化库存，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六是帮助实体经济企业降低发展成本，全面落实结构性减税
政策，并推行普遍性降费，及时清理涉企收费，实施涉企收费目
录清单管理，适当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率，帮助企业切实减轻负
担，降低成本。七是完善“政银企”对接制度，加强“财园信贷
通”、“惠农信贷通”、“小微信贷通”工作，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发
展融资难题。
（二）坚持主动对接，扩大帮扶支援成果。继续立足财政部、
省财政厅对口支援帮扶的重大政策优势，强化与财政部对口支援
工作对接。一是认真做好财政部、省财政厅帮扶支援的项目推进
工作，尽早发挥资金效益，确保后续资金能继续顺利落实到位。
二是继续向财政部、省财政厅沟通汇报好我市教育、乡村道路、
医疗卫生、生活保障等民生保障不足问题，争取财政部加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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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帮扶支援力度，切实解决制约我市加快发展的瓶颈问题。三
是及时向上级财政部门汇报我市财力困难的实际情况，争取财政
部、省财政厅加大对我市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帮助我市解
决收支矛盾突出问题。四是不断加强市直部门间的协作力度，共
同做好我市项目策划、论证、包装等争资争项基础性工作。
（三）坚持改革创新，提升财政管理效能。继续按照财政改
革的总体要求，加快财政改革步伐，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一是进
一步完善现代预算制度，加大“四本”政府性预算统筹力度，将
政府的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改进预算控制方式，探索实施中
期财政规划管理。二是继续推进预决算、
“三公”经费公开，推进
信息公开常态化。三是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强化资金监管，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检查和评价等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
四是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税平台建设，全面做好“营改增”扩围、
消费税、资源税、个税等改革工作，促进财税收入稳步增收。五
是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建立健全财政存量资金定期清理机
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六是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完
善预算管理机制，严格防控财政风险。七是进一步健全政府购买
服务机制，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八是进一步
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探索和运用，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投资和运营。九是加快落实公车制度改革，及时做好公车
制度改革保障工作，确保公车制度改革顺利落实到位。十是引进
中介机构开展预算评审，对财政投资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项
目，按程序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审核，进一步规范项目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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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构建公平公正高效的项目评审工作机制。
（四）坚持共同致富，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围绕“六个精准”
工作要求，加大财政投入，着力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成效。一是建
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精准扶贫需求相适应的财政扶贫投入增长机
制，逐步提高扶贫开发财政资金投入。二是加大资金整合力度，
统筹运用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资产收益
扶贫等资金，切实帮助贫困群体解决生活难、就医难、发展难“三
难”问题。三是通过税收优惠、贴息支持、财政奖补及过桥贷款、
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扶贫产品和
服务，撬动更多的信贷和社会资金投向扶贫。四是加强扶贫资金
管理，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考评和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运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坚持改善民生，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坚持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放在首位，围绕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群众文化生
活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不断加大民生及重大公共服务领
域的财政投入。一是安排民生工程及配套资金 1.54 亿元，确保民
生工程政策贯彻落实到位。二是筹措资金 21.7 亿元，着力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确保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三是加大文
化体育事业发展投入，继续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支持加快文化艺
术中心、体育中心、村落社区文化中心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四是继续加大教育事业的投入，全面完成乡镇公办中
心幼儿园建设，支持中小学教育园区、思源实验学校、城东幼儿
园、城区学校扩容改造、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教师周转宿舍等
项目建设。五是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水
- 30 -

平。六是加大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进一步完善三级卫生网络建
设，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改造工
程。
（六）坚持求真务实，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加强机关干
部队伍作风建设，树立风清气正良好财政形象。一是深刻践行“三
严三实”， 引导财政干部加深对“三严三实”的理解，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真正让“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和完善规范的党风廉政建设管理制度，建立
学习型、服务型的财政工作队伍，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增强干部
拒腐防变的能力。三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
和省委“作风建设 20 条”等有关精神，要求财政干部坚决不踩党
纪法规的红线，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来营造更加良好的经济发
展环境。
各位代表，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入决胜阶段的第一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
好今年各项财政预算工作任务，对于推动改革发展和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认真按照市五届人大八次
会议对财政工作的要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为推动我市振兴发展和建设更具活
力实力魅力区域性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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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报告》有关情况说明
《预算报告》中有关 2015 年预算执行和 2016 年预算安排的
具体情况详见《瑞金市 2015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6
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
一般公共预算。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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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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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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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总收入。根据财政部统一明确的口径，全市财政总收入
包括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缴入中央金库的国内消费税和国内
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不包括
关税以及海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未纳入中
央与地方分享范围的国有银行、石油、石化、邮政企业所得税。
为什么全市及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是因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除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的
支出外，还包括由上年结转资金、中央税收返还资金、中央、省
和赣州市补助资金、地方政府债券以及调入资金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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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数小于 2015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执行数。是因为 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中包括
上级补助安排的支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及上年结转资金安排的
支出；2016 年支出预算中没有包括执行中上级财政陆续追加下达
补助资金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营改增。是中央进一步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2016 年力争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
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根据《预算法》等规定，经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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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由省财政统一发行后再进行转贷。
存量债务置换债券。为缓解各地政府债务到期偿还压力，降
低利息负担，经国务院批准，2015 年发行一定额度的地方政府债
券，用于偿还清理甄别确定的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地方政府债
务中 2015 年到期的债务本金，地方已经安排其他资金偿还的，可
以用于偿还清理甄别确定的其他政府债务本金。
中期财政规划。是指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省、市等各
级政府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未来三
年重大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
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方法。强
化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年度预算安排要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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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财政规划相衔接，提高财政政策的综合性、前瞻性和可持续
性。
小微信贷通。 为解决众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赣州市在“财
园信贷通”模式基础上，创造性地设计“小微信贷通”，由市县两
级财政按 1：1 比例出资保证金，参与合作的银行按保证金的 8 倍
放大授信额度，为小微企业提供 1 年期以内、200 万元以下流动资
金贷款。
财园信贷通。是指由市财政筹集资金存入合作银行，作为工
业园区内企业贷款风险保证金。银行按不低于保证金的 8 倍放大
贷款额度，向园区内企业提供贷款。贷款企业无需提供抵押和担
保，但企业的所有股东必须签署以个人所有财产对公司贷款承担
无限责任的保证合同，并按照获得贷款额的 1%向工业园区缴纳互
助保证金。贷款企业名单由园区推荐，银行审核，如双方都同意，
按协议执行。
财政惠农信贷通。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带动
金融和社会资金更多投入农业农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原则，省、市、县三级财政按 2：1：2
的比例筹集财政风险补偿金，存入合作银行，合作银行约定不低
于风险补偿金的 8 倍向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发放 1
年期内无抵押无担保贷款，贷款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领域。
“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结构性减税。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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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区别于全面
的大规模的减税。
购房补贴政策。根据《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的通知》（瑞房字[2015]01 号）和《关于<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的补充通知》（瑞房字[2015]18 号）精
神：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凡在我市购买
面积 90 ㎡以上商品住房的，给予一次性补贴 1.5 万元（在编在岗
公职人员购房补贴由用人单位负责，一线教职工、医护人员及非
公职人员购房补贴由市财政负责）
；住房补贴不限套数，购多套房
可叠加补贴。
契税补贴政策。根据《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的通知》（瑞房字[2015]01 号）和《关于<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的补充通知》（瑞房字[2015]18 号）精
神：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在我市购买
首套普通商品房的（单套建筑米面积在 144 ㎡以下），给予所纳契
税 100%的补贴；购买首套非普通商品住房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
套）商品住房的，给予所纳契税 50%的补贴；对购买非住宅的，给
予所纳契税 50%的补贴；对二手房交易缴纳的契税超过 2 万元（含
2 万元）的，给予 2 万元的补贴，少于 2 万元的，按实际缴交金额
补贴，车库、杂间单独交易的不享受补贴。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
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
理的治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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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准备金。为切实防范债务风险，避免偿还债务对地方预
算正常运行的影响，建立稳定的债务偿还资金来源，各级政府根
据债务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统筹安排设立的专项资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根据《预算法》等规定，各级一般公共
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编制年度预算调入后
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 5%。
预备费。按照《预算法》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用
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
难以预见的开支。
政府购买服务。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通过发挥市场机制，把政府直接组织
提供的部分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
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
向其支付费用。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从既有财政预算中安排。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
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
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
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
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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