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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八届人大

三次会议文件

关于淮安市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７日在淮安市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淮安市财政局局长　韩海平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淮安市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列席

代表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２４７３亿元，超额完成全市人代会２３１亿元预期目标。加上上

级补助、上年结转支出等，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８６８

亿元。其中：市本级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５５亿元，加上上

级补助、上年结转支出等，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３９亿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２亿元，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２７９亿元。工业园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０９亿元，

加上上级补助、上年结转支出等，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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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生态文旅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４亿元，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５１亿元。苏淮高新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０９

亿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０７亿元。市本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业园区、生态文旅区、苏淮高新区收入加上上级税收

返还及转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等，减去上解上级支出后，与

本级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具体情况待市与省、区办理正式决算

后，届时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政府性基金收

入 （含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２１６亿元，加上上级补助、上年

结转支出等，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含国有土地出让金支出）

２３５亿元。其中市本级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３６１亿元，加上上

级补助、上年结转、转贷专项债券等，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６４６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６２亿元，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４亿元。其

中市本级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６亿元，完成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２２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１９７６亿元，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１９７１亿元。其中市

本级实现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５０亿元，加上上年结余，本级完成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５０６亿元。

政府债务情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５３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９７６亿元、专项债务５６亿元。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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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１４３１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８７３亿元、专

项债务５５８亿元。

过去的一年，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围绕年初既定的各项

中心工作，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迎难而上、攻坚

克难，切实增强发展定力，圆满完成全年财政收支任务，稳妥

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和优生态等各

项工作，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着力强化财源建设，更高层次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创新驱动、特色发展、绿色崛起、

富民优先 “四个导向”，整合资源，发挥财政政策资金引导作

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一是强力支持实体经济。

成立市重点产业投资发展基金，筹集到位资金４６亿元，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争取安排资金４３亿元，围绕构建 “４３３”现代

产业体系，支持全市四大工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推进三大现

代服务业特色产业提速增效、助推三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发展。

二是有效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树立放水养鱼意识，多措并举，

促进企业降本增效。认真落实中央降低增值税税率、相关税收

抵扣、小微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取消劳动能力鉴定费等行政

事业性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

准。三是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争取安排科技资金２１亿元，引

导企业核心技术创新，支持企业建设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

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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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为经

济发展添加新动能。四是聚力园区载体建设。争取安排资金

７６００万元，推动开发园区创新提升，促进综保区加工、国际物

流、国际贸易等三大业态集聚发展，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提高

园区土地等资源利用开发，助力园区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五是引导金融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完善财政资金 “存贷挂

钩”办法，引导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

济。围绕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争取安排资金１３亿元，不

断放大担保资金池，充分运用 “苏微贷”、应急过桥资金和低

息统贷平台等各种形式，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有效纾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二）着力强化收入组织，更高程度保障合理财政支出需

求

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国家减税降费持续深化等复杂

因素，全市财税部门紧紧围绕市人代会确定的收支任务，咬定

目标不放松，加强统筹协调，扎实细致工作，确保财政收支目

标的完成。一是科学合理组织财政收入。以组织收入为中心、

均衡入库为重点，加强财税部门的协调合作，在收入形势分析、

计划测算、任务分解、目标调整等方面统筹推进，超序时高质

量完成财政收入目标任务。二是优化完善考核办法。根据收入

形势变化，及时优化完善财政收入考核办法，既考核收入总量，

也考核收入质量，对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明确要求。督

促各地按序时完成进度，定期通报考核收入完成情况。三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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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监督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对收入质量督促力度，规范财政收

入管理。重点督促各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不

得弄虚作假；详析高质量发展财政收入指标推进落实情况，及

时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密切关注收入增幅和税占比指标变化，

完成高质量发展序时目标任务。２０１８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实现２４７３亿元，超额完成年初人代会预期目标，增幅７２％，

全省排名第六位，税占比达８２３％，全省排名第七位。收入目

标的顺利完成，为保障必要的财政支出、提升财政保障水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三）着力强化功能建设，更高水平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围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和淮河生态经济带中淮安区域

中心城市发展规划，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强

化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更好助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是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筹措资金６７４亿元，加快内环高架一

期、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辐射能级

和品味。筹措资金３５亿元，保障淮安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开工建

设，提升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地位。加大向上争取、统筹调度等

方式筹集资金，助力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二是提高

城市居住舒适度。争取安排资金９４００万元，改善城市公园和生

态绿地生态环境。加快实施里运河文化长廊、古黄河生态文化

廊道等重点项目，打造城市亲水景观。安排资金４８００万元，构

建网格化、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强化城市治理。多方筹集资

金，打通大同路、滨河大道等老城区交通堵点，强劲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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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三是持续加力生态环境改善。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争取安排资金１９亿元，深入推进 “２６３”专

项行动，重点支持全市燃煤锅炉改造和淘汰、工业烟粉尘治理、

恶臭气体防控等环境整治项目；完善工业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

建设，强化水体环境综合治理；支持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

建设、规范化处置危险废物、有机物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治理，

全力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

发挥 “阳光扶贫”系统精准脱贫、阳光监管功能，聚焦贫困地

区和贫困群体，争取和安排资金２８亿元，全力以赴支持打赢

脱贫攻坚战。安排财政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助推乡

镇布局优化，推进美丽乡村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推动农民相

对集中居住，改善农民住房条件，不断增强乡村两级发展活力。

（四）着力强化民生保障，更高目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持续

增加民生投入，着力实现民生事业保基本、兜底线。一是聚力

支持 “民生十件实事”实施。多方筹措资金，在主城区持续投

放新能源公交车，进一步完善公交网络。聚力筹集资金，改善

老城区人居环境，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建成社区老

年人助餐点等民生事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二是增加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争取安排资金６７亿元，实施附中高中部

迁建、附小西校区建设、外国语小学整体改造等一批中小学校

安工程，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支持教育现代化先进学校创建。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 “两免一补”政策，实现进城务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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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随迁子女相关教育经费可携带，保障普通高中扩大招生规模，

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三是保障社保标准

提标发放。争取安排资金３５亿元，将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５８０

元／月、５２０元／月，助力低保人员脱贫。争取安排资金２１６亿

元，将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４７０元提高到５１０元，

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并轨运行。继续按照中央、省统一部署，提

高退休人员退休待遇。四是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安排资金

１０００万元，支持新建老年大学综合楼。安排资金１１００万元，推

进民防馆建设布展，加强防空安全教育。筹措资金，支持文明

城市创建再启程，保障体育中心、新三馆等文体设施运行，进

一步改善城乡文化体育设施。

（五）着力强化依法理财，更高起点做好财政改革和管理

工作

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为目标，

着力构建财政管理建设的 “１＋２＋Ｘ”制度体系，更好发挥财

政在促进全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一是严格预

算管理。立足提高效率、确保资金安全，完善内部资金拨付审

批流程，从严落实 “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开支”。加快财

政支出进度，及时调整当年无法完成的支出项目，清理收回部

门单位两年以上未使用资金，２０１８年当年即收回资金１２亿元。

继续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建立预决算公开常态化检查机制，

提高财政信息公开质量。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首次将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增强预算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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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同等扶持资

金申报机会，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认真对

照中央省扶持政策，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研究向上争取政策性

事项，与省专题沟通我市养老金缺口困难，争取省养老保险调

剂金对我市倾斜，确保养老保险实现自身收支平衡。加大资金

争取力度，全年累计向上争取资金达９０１亿元，有力保障了民

生社会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三是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不断扩大绩效评价范围，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绩效评价方式。首次成体系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对教育、

市政、农业等１３个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涉及资金６２亿元。

强调结果应用，根据评价结果适当调整市级预算资金安排，将

“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念贯彻始终。四是规范政府债

务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债务自查，确保不发生政府

性债务风险，确保不再新发生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确保债务规

模得到有效合理控制。积极向上争取债务限额，全年累计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６１亿元，有力保障市区内环高架一期等重大基建

项目顺利实施。五是强化财政监督。完善财政监督制度建设，

对预算执行、非税管理、政府采购、会计信息质量、行政事业

资产和银行账户管理、“三公”经费等进行综合检查，不断规

范会计基础工作。强化财政内部监督，开展财政内审，提高财

政管理效能。组织地方预决算公开、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监督

检查，不断规范财政资金使用。

２０１８年全市财政收支目标圆满完成，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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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结果，是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是全

市财税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

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偿债与化

债压力较大，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收支平衡难度不断加大，

部分部门专项资金支出进度较慢，财政绩效管理有待加强等等。

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草案

按照中央、省预算编制有关要求，２０１９年全市财政预算安

排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 “六稳”和高质

量发展要求，按照 “变中行稳、稳中求进、进中向好、好中争

前”总体思路，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着力支持

“６＋１”大事要事，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各项减税降

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一般

性支出，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思想；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不

断增强财政统筹能力，重点支持 “三大攻坚战”；健全规范透

明的预决算公开体系，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预算安排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贯彻上级

部署，体现导向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党委政府对

预算工作各项要求，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适当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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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预算，压减一般性支出１０％以上；充分发挥财政

职能，确保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等支出，支持打好

“三大攻坚战”；保证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项目、重点支出

及民生 “十件实事”资金需要。二是坚持量力而行，做到收支

平衡。坚持稳中求进，科学预测收入预算，做到支出预算与财

税政策相衔接、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确保量入为出、收支平

衡。三是统筹资源配置，讲求效益为上。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国库集中支付结余资金、相关财政专户结余资金、债券资金、

上级补助收入、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等资金实行预算管理，

全面盘活所有财政资金，增强财政统筹安排能力。注重效益，

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结果有效应用，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

用效益。四是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收支约束。加强收入管理，

严格预算调整，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加快预算

支出进度，切实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草案为：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５９８亿元。加上上级补助、上年

结转支出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５０５２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７７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８９７亿元 （含上级专项补助支出和上年结转支出），其中当年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８６亿元；市本级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

还及转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等，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

附表）。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３６亿元，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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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支出３０２亿元，其中当年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８４亿

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收入减去上解上级等，与支出相抵保持平

衡 （详见附表）。工业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０９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１１亿元，其中当年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亿元；

工业园区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等，

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生态文旅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５６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３亿元，其中当年安排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７亿元；生态文旅区收入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转

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等，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

苏淮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１亿元，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２８亿元，其中当年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５亿元；苏淮高

新区收入加上转移支付收入和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与支出

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

市本级当年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情况是：一

般公共服务１２２亿元，公共安全１１３亿元，教育１０亿元，科

学技术２６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５２亿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５６亿元，卫生健康２９亿元，城乡社区事务６９亿元，农林

水事务３９亿元，交通运输４６亿元，住房保障支出３４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８８１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２０３４亿

元 （含上级专项补助和上年结转支出）。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

入３８３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５０３亿元；市本级收入加上上级

专项补助和上年结转等，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

—１１—



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２２１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２２

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收入加上上年结转等，与支出相抵保持

平衡 （详见附表）。工业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０２亿元，政府性

基金支出０２亿元；工业园区收入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

附表）。生态文旅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２０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２０亿元；生态文旅区收入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

苏淮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０６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８亿

元；苏淮高新区收入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５３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５６

亿元 （含上年结转支出，详见附表）。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０７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１１亿元，主要项目情况：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０７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

益预算支出０３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０１亿元。市本级收入

加上上年结转等，与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详见附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３３７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２３６６亿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５６３亿元，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５９３亿元 （含上年结转等支出，详见附表），主要是：

本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３３亿元，支出３７３亿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５２亿元，支出６９亿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１４２亿元，支出１２８亿元；工伤保

险基金收入０８亿元，支出０５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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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出０８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１２亿元，支出１亿元。

市本级各项社保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转移补助和上年结转等，与

支出相抵保持平衡。

三、完成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１９年全市财税部门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市第七次党代会第

三次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谋发展，凝心聚力强管理，全力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一）坚持统筹资金强管理，持续支持打好 “三大攻坚战”

围绕 “三大攻坚战”，加强资金管理，优化政策措施，有

效统筹各类资源，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效应，为打赢 “三

大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一是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严格落实中央省债务管理文件，严守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红线，严控增量债务；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坚决制止

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合理争取地

方政府新增债券，支持高铁站房、内环高架等中心城市重大建

设顺利实施。积极争取置换债券，缓解存量债券集中到期偿还

风险。统筹使用财政资金、资产处置等方式，有效化解地方隐

形债务。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进一步

集中资源、聚焦重点、帮贫扶困，重点解决好实现 “两不愁三

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争取安排资金１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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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重点扶贫片区开发和经济薄弱村发展，带动低收入农户增

收脱贫。落实 “阳光扶贫”系统监管要求，将所有涉农资金纳

入系统监督，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三是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主线，深入推进

“２６３”专项行动，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安排资金２４亿元，

在生态补偿、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坚持优化财政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助推现代产业经

济体系构筑

围绕市委市政府 “４３３”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优化财政

资金扶持方向，提高扶持精准度，推动现代产业结构优化，提

升实体经济质量效益。一是创新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创新财政

资金扶持方式，不断扩大市级重点产业基金规模，鼓励县区设

立主导产业发展基金，细化产业发展资金使用方向，助推产业

结构逐步优化，培育核心主导产业集群、新型优势产业集群，

提档升级市级服务业集聚区，扶持农业龙头企业融资强体，推

动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二是增强科技支撑作用。围绕市政府

科技创新 “二十条政策”，争取安排科技类资金２３亿元，支持

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创新研究，帮助企业产业前瞻性技术研发和

关键性技术攻关，助力攻克农业产业和社会发展领域关键共性

技术难题，吸引市内外相关科技创新成果在我市转移转化及产

业化，进一步夯实全市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强化科技对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三是集聚资源支持重大战略发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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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两带一枢纽”建设重大战略，以更实的举措统筹各类经

济资源，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加大向上争取力度，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通过财政补贴、担保贷款、基金引导等多种方式，放

大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推动江淮生态经济区、淮河生态经济带、

大运河文化带和淮安航空货运枢纽高水平建设。

（三）坚持加大民生投入，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

得感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强化财政保障能力，坚持将新增财力

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互促共进。

一是筹措资金稳就业。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民生和经济发

展重要支撑，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大财政帮扶力度，争

取安排资金２４亿元，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业

创业工作，通过社保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岗位补贴、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社区平台建设等方式促进就业再就业。二是兜底

民生支出。统筹资金，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标准提高。争取安排资金３８亿元，将城乡低保标准每

月５８０元、５２０元统一提高到６１０元，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全市惠及低保群体１０４万人。加大投入，多方筹措资金保障

“民生十件实事”顺利实施，推动小餐饮达标升级，保障公众

饮食安全，加强残疾人技能培训，帮助３０００名以上残疾人实现

辅助性就业。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改善公共文化设

施，争取安排资金３２００万元，支持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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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安排各类资金１４亿元，全市范围内新改扩建１５所中小学，

新改扩建、提升３０所幼儿园，完成市老年大学教学楼建设，顺

应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要求；统筹资金使用，支持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市妇幼保健院新园区等建设项目，

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四）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持续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形态

着力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不均衡现象，统筹安排城乡建设

资金，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围绕城市总体规划、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规划，增强城市承载集聚辐射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助力建设美丽宜居新淮安。一是推动城市品味提升。加大资金

统筹力度，积极争取债券资金，保障内环高架一期主体工程完

成，建成淮海路大运河桥，加快高铁站房建设，保障高铁顺利

通车，推动构建快速立体交通体系。继续筹措资金，支持棚户

区以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优化主城区人居环境。二是完善城

乡基础设施功能。争取安排资金２０亿元，整治城区黑臭水体，

推动西南化工区搬迁工作，打造碧水蓝天的生态城市。争取安

排资金２０２亿元，加快推进农村道路建设，深入实施美丽宜居

乡村，稳步推进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按照基本公共服

务均衡化、标准化要求，建设乡村基本公共设施。三是助推乡

村振兴建设。提升财政资金支农效能，争取安排资金２２亿元，

加大现代化农业基地、园区、龙头企业、品牌建设等方面扶持

力度，形成高效农业示范区。推进产业扶贫，支持经济薄弱村

发展特色农业项目，促进村集体和低收入农户双增收。争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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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首期资金２０００万元，成立我市首个农业信贷担保公司，解决

农业主体贷款难问题。

（五）坚持改革创新，持续提高财政治理能力现代化

充分发挥财政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围绕加强财政资

金安全，以创新管理为着力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构建

现代财政制度，增强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能力。一是切

实硬化预算约束。强化财政收入管理，严格预算收入分类，保

持主税附加税均衡入库，促进财政收入实现高质量增长。严格

预算执行，扎紧支出的 “笼子”，确保预算执行严肃性和及时

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财政统筹能力，盘活所有财政资

金，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提升财政

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在教育、医疗、

养老等１８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事权和财政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积极与省沟通对接，争取淮安利益最大化。

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按规定做好提

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等专项费用扣除工作。建

立健全国有资产报告机制，推进落实行政事业单位等国有资产

专项报告和国有资产综合报告相关工作，加强市直行政事业单

位经营性资产集中监管，提高资产经营管理水平。推进政府购

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逐步将绩效管理涵盖所有财政资金，

并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不断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三是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业，

严禁铺张浪费。加大财政监督力度，重点关注扶贫、养老、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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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等领域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一步深化财政内控制度建

设，加强内控执行，着力构建覆盖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使用

全流程的内控机制。加大审计问题整改力度，建立健全长效落

实机制。四是提升财政创新品牌。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扩大

向人大报送和社会公开的重点支出项目范围，完善预算联网监

督工作机制，加大监督考核力度，指导和推动地方做好预算公

开工作。做好与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对接工作，继续扩围 “互

联网 ＋非税缴费”便民服务试点，助推 “不见面审批 （服

务）”。实施财政 “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优化业务流程，建

立单位申报、财政拨付、社会监督为一体的综合管理服务信息

平台，为预算单位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捷服务。

各位代表：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全市财税部门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引，在市委市

政府正确领导下，按照市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要求，以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断开创财政改革新局面，

为建设高质量 “强富美高”新淮安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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