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材料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18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 年 7 月 30 日
在宜宾市翠屏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政府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今年上半年，在区委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
监督支持下，区财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围绕市委“565”
总体谋划和区委加快建设“六个先行区”的部署，主动适应经济
新常态，着力推进建设幸福美丽翠屏，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积
极履行财政职能，深化财政改革，加强财政监管，全力保障全区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一、上半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2736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 224670 万元的 63.53％，比上年同口径 113181 万元增加 29555
万元，同口径增长 26.11%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92982 万元，完
成预算的 68.52%，同口径增长 34.78%；非税收入完成 49754 万元，
完成预算的 55.92%，同比增加 5559 万元，增长 12.58%。1-6 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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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25473 万元，完成预算 355675 万元的
91.51%，同比增长 26.10%。
1-6 月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2736 万元，为年初预算
224670 万元的 63.53%，同口径增长 26.11%。1-6 月区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 304073 万元，完成预算 328832 万元的 92.47%，同
比增长 26.6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0 万元，原因为：年初预
算基金收入 500 万元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该收入预计在下半
年实现。1-6 月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0301 万元，完成预
算 59418 万元的 84.66%，同比增长 13.46%。
1-6 月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同全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0 万元。原因为：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来源主要为区属国有企业的应缴利润，在年末
按净利润的规定比例缴库。1-6 月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262 万元，完成预算 1867 万元的 67.60%。
1-6 月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0 万元。1-6 月区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747 万元，完成预算 1278 万元的 58.45%。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6 月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182 万元，完成预算
9480 万元的 54.66%。1-6 月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875 万元，
完成预算 7677 万元的 50.48%。
1-6 月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同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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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半年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分析
（一）加强收入征管，财政收入执行总体良好
上半年，我区始终围绕收入预算目标，依法组织收入，加强
零散税源管理，强化税源动态监控，深入挖掘增收潜力，继续保
持了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的积极态势，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增幅在全市 11 个区县中排列第二，较上年同期提高 15.2 个百分
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完成 142736 万元，其中：税务
机关组织财政收入共计 116588 万元，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税收收
入占比达 65.14%，较上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
1.增值税：1-6 月完成 364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64%，较同期
增加 7584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税收体制改革，全面实行
“营改增”，增值税链条初步打通。二是五粮液集团业绩不断回升，
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2.企业所得税：1-6 月完成 26919 万元，完成预算的 81.47%，
同比增加 6521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五粮液集团销售利润
增长较快，所得税大幅增长。二是经济形势在国内外环境影响下
略有回升，各企业效益有所好转。
3.个人所得税：1-6月个人所得税完成3033万元，完成预算的
72.21%，同比增加1073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天天康股权转让，
中核建中、各银行以及五粮液缴纳增长较多。
4.城市维护建设税：1-6 月完成 140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75.77%，同比增加 5402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随着辖区内增值
税、消费税总量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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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房产税、土地增值税：1-6月完成3741万元，完成预算的
42.51%，同比增加1544万元。增加原因主要是房税办开展的土地
增值税汇算清缴。
6.契税：1-6 月完成 50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74.31%，同比增
加 2012 万元。该税种受销售不动产影响较大，现入库税款大部分
为丽雅置地和鲁能集团以前销售房屋的契税，以及清理了部分开
发商手持契税。
7.专项收入：1-6月完成23607万元，完成预算的67.84%，增加
6962万元。主要为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随“两税”增加
而增加。
（二）强化重点保障，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
进一步强化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科学调配确保各项重
点支出。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保项目的时序安排
拨付资金，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集中存量资金等多种途径优化
支出结构。财政支出规模继续扩大，增长总体稳定，进度不断加
快，运行持续向好。主要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8699 万元，同比增加 3891 万元；公共安
全支出 9748 万元，同比增加 2561 万元；教育支出 95608 万元，
同比增加 11831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474 万元，同比增加 119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694 万元，同比增加 12999 万元；
医疗卫生支出 59210 万元，同比增加 10893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5548 万元，同比增加 436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37699 万元，同比
增加 11430 万元；农林水支出 14720 万元，同比增加 3051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7205 万元，同比增加 38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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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半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财政监管水平不断提升
1.加强收支执行管理。一是依法组织收入，协调收入征管部
门，深挖增收潜力，牢牢抓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税种，
加大税收稽查和清缴力度，完善监管机制，坚持税收和非税联动。
二是严格支出执行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控制一般性支出，压缩
“三公”经费，加强资金统筹，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项目和重点支
出。三是全区 77 个预算单位启用翠屏区综合财务风险防控平台，
严防挪用、跨科目性质使用预算现象，确保财政资金规范运行。
四是加强财政专户资金支付管理，完善审批流程，健全审批制度，
确保专户资金安全。五是继续推进公务卡改革工作，在“大平台”
系统中共有独立预算的区级（含二级）预算单位 222 个，共计 4476
人办理了公务卡。
2.创新财政投入机制。继续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引导社会资本规范参与 PPP 项目，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带动作用，全区 PPP 储备项目共
24 个，总投资 73.5 亿元。现共有 7 个 PPP 项目签约开工建设，总
投资约 54.75 亿元。加快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体系，
加快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加强对全区投融资的配合协调
工作，区上成立了投融偿工作组，创新投融资方式，目前我区公
司债、企业债、项目收益债等融资工作推进顺利。
3.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切实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规范举
借方式，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妥善处理存量
债务，加大向上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力度，1-6 月共争取置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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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5982 万元。全力向上申报新增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专项债券。
做好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前期准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4.强化投资评审服务意识。始终围绕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
工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上半年评审工程项目 126 个，
送审金额 8.03 亿元，审定金额 6.44 亿元，审减金额 1.60 亿元，审
减率 19.93 %。
5.推进预算信息公开。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的要求，做好 2018 年政府预算、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
政府采购信息等预算信息的公开工作。
（二）农村综合改革有力推进
1.强化涉农和脱贫资金保障。上半年全区投入涉农资金 82952
万元，其中：上级财政资金投入 30275 万元，本级投入资金 52677
万元(含融资、社会资本等)。2017 年我区虽已全面脱贫，但脱贫
不脱政策，将保持稳定的脱贫攻坚财政资金支持，目前争取到位
中省财政扶贫资金 2805 万元，市级财政扶贫资金 157 万元。2018
年安排区级扶贫资金 6200 万元，同比增幅为 10.52%。
2.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大项目资金整合力度，区本级
投入 4600 多万元项目资金，整合各类资金达到 1.8 亿元。继续推
动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安排 2018 年财政奖
补资金 870 万元；安排省级“四好村”资金 110 万元；安排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专项资金 510 万；
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3810 万元；
争取各项中、省水利发展资金 1364 万元，林业资金 37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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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风险补偿金 400 万元，用于 1 比 10 撬动金
融资本、社会资金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3.强化扶贫基金管理。上半年引导农村商业银行发放扶贫小
额贷款 7860 万元，贷款余额 4022 万元，2198 户贫困户获得扶贫
贷款；产业扶贫基金借出 133 万元，帮扶贫困户 401 人，帮助省
定贫困村每年取得村集体经济收益 5 万余元；卫生救助基金支出
125 万元，救助贫困人口 492 人次；教育扶贫基金支出 56 万元，
救助贫困学生 2786 人。
（三）深度贫困县帮扶工作持续加强
建立加强深度贫困县财政管理工作机制，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按照上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5%的比例安排援助雷波县扶贫协
作专项资金 1058 万元，重点用于雷波县贫困户住房改造、教育、
医疗卫生、产业发展、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筹措资
金，全力保障各项援彝工作经费。协同雷波县向多方争取各类资
金，统筹整合用好两地各类资源，精准聚焦脱贫攻坚。加强两地
财政系统互派指导学习，派出业务骨干到雷波县财政局和山棱岗
乡泽拉哇脱村挂职帮扶，实现帮扶工作常态化，对雷波县县乡财
政干部开展全员全覆盖业务培训及业务水平测评，对测评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跟踪予以帮扶指导。通过翠屏区、雷波县双方共同交
流学习、提升，雷波县四项扶贫基金均达到省、市管理办法要求
的规模，并使用管理正常，发挥了扶贫成效。
（四）民生工程稳步推进
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加强民生工程资金管理，通过
规范过程管理、完善资金管理制度、狠抓监督检查等方面规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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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运行，确保民生政策执行不走样。严格按市、区民生工程实施
方案足额安排民生项目预算， 1-6 月，
“十项民生工程”资金预算
下达 48133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86.86%，实际拨付 30439 万元，
占预算下达的 63.24%。20 件民生实事预算下达 31945 万元，完成
预算安排的 92.95%，实际拨付 19832 万元，占预算下达的 62.08%，
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
（五）安居工程有力保障
贯彻落实《翠屏区廉租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公租房“民乐居”已完工，总
投资 7371 万元，总套数 489 套，已拨付建设资金 6143 万元。续
建 “金沙雅苑”公租房 900 套，总投资 21029 万元，已拨付公租
房建设资金 13764 万元。
“金沙雅苑”廉租房 312 套，总投资 7209
万元，已拨付廉租房建设资金 4820 万元。2018 年住房保障租赁补
贴资金 200 万元。
（六）国企国资改革强力推进
上半年区属 12 家国有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18055 万元，上缴
税费 682 万元，实现利润 1140 万元。
1.完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制定出台了《深化区属国有企业
负责人薪酬改革实施办法》（翠委发〔2018〕3 号）和《宜宾市翠
屏区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目标责任年薪制考核试行办法》
（翠府办
〔2018〕29 号），建立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
2.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进区属国有企业改革，促
进区属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原五户区属国有企业已整合为三户，
具有相同经营业务的企业进行了合并。三鼎城市建设公司力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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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建筑资质升级为一级建筑资质企业。充分发挥长江源公司国
有资本作用，打破招商后续工作由政府或长江工业园区兜底的局
面，用市场杠杆来解决招商过程中与入驻企业合作、参股、融资
等问题。区建设投资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组建商砼公司。宜宾力
锐公司入股的李庄污水处理 PPP 项目，成为翠屏区首个建成运营
的 PPP 项目。宜宾力锐公司参股的李庄影视城和荷花池酒店项目
正有序推进，成为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新亮点。
3.加强国企融资管理。加强国资公司的公司债、企业债、项
目收益债发行工作的监督指导。通过调整公司总体布局、优化资
产配置、寻找优质项目等方式，提高区国资公司资信度。通过各
部门与公司的通力协作，区国资公司三支债券全部批准发行，现
已进入债券销售阶段。
4.严格国有资产管理。严格审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采
购计划，严格国有资产处置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损失浪费，上半
年对 30 家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公司资产处置情况进行了审查。
四、存在的问题
（一）收入来源结构不优，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尽管上半年区级财政收入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超半，但要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仍存在很大的困难。一是受国家出台的结构性减
税及全面试行营改增政策的影响，将直接减少区级财政收入。全
面实施营改增后，消除重复征税，企业减负，财政减收。二是区
级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五粮液集团产生的区级税收及建筑业和房
地产开发业税收，受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影响较大。三是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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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旧城改造等因素的影响，原有规模性企业不
断向外搬迁，新进企业基本为商业类企业，造成税源不断减少。
（二）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资金保障压力较大
从收入层面来看，减税降费仍将持续，从支出层面，债务还
本付息、民生工程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公共财政保工资保运转
保民生压力较大，促发展和保重点项目资金严重不足。
（三）财权事权匹配不适，债务风险不断攀升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城市管护等事权的下放，区级财力远
不能覆盖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致使债务增长较快，风险加大。
五、下半年财政工作安排
（一）紧盯收入目标任务，重点培育新财源
充分抓住国税和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契机，推进“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财税增长新动能，增加辖区
内各项收入。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功能，利用长江
工业园的环境优势，引进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行业，重点培
育为大型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按园区定位和产业布置需求，
加快引进全国五百强企业或者行业前十强企业，培育财政收入增
长点。紧紧围绕收入预算目标，齐抓共管多方挖掘收入增长潜力，
加强源头控税，强化税源动态监控，切实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
收，确保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全年目
标任务。
（二）深化财政改革，不断提升理财水平
一是进一步完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合理编制财政预算，力
求做到“精、准、透”，做实、做细支出预算，为预算执行创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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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条件。二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严格按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执行，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节约采购成本。三是进一步推
进政府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精
细化管理水平。四是强化国库管理，继续加强 “大平台”系统的
管理和维护，启用采购计划、以收定支管理、银行账户管理等信
息化管理模块，实现公务卡单位全覆盖，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
五是拟订新一轮乡镇（街道）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加大对
乡镇（街道）机构和社区、村级组织的保障力度。六是强化预算
执行动态监控和分析，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七是继续创新财
政投入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三）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严格规范政府举债
严格执行债务管理制度规定，管好用好债务资源，争取上级
在分配地方债额度的支持，抓好债务管理工作，强化部门债务信
息填报，对全区政府性债务的动态管理、统计监控、风险预警。
强化还款意识，将到期债务列入当年预算。坚决杜绝违规担保，
严格厘清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债务边界，严格规范政
府举债，妥善处置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防控相关债务风险。
（四）夯实国资发展基础，提升国企经营活力
一是定期开展清产核资，动态管理国有资产，融合资源提升
活力。二是继续深化区属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三是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
为主的转变，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
回报、维护资本安全等，着力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改变行政化
管理方式。四是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重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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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
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企经营效益。
(五) 积极应对区划调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摸清南岸、赵场、南广三个区域内各类债权债务、国有和集
体资产、收支基数等基础情况，有序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债权债
务清楚、资产不流失，确保区划调整相关后续工作平稳有序。
（六）有效配置城市资源，增强城市竞争能力
要用全新的理念经营城市土地，全新的机制整合城市资源，
全新的方式盘活城市资产，把城市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来经营，
努力实现工作重心从单一建设城市向经营城市转变，要通过经营
城市，实现城市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使城
市的集聚力、影响力、辐射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真正把城市资
源转化为城市资本，走出适合我区“以地建城、以城聚财、以财
兴城”的新路子。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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