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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将金华山旅游经济区 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汇报如下： 

一、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6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2%，同比下降 13%；加上转移性收入 1.98亿元，收入合计 3.3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0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2%，

同比增长 11%；另有结转下年转移性支出 0.14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207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222%，加上转移性收入 51748万元，收入合计 53818 万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5137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99%；调出资金

1578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864万元，支出合计 53818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均为零。 

（四）债务限额及化债执行情况 

1.债务限额。2018 年，省市财政部门核定金华山旅游经

济区债务限额为 7.55亿元。 

2.债务余额。2018 年初，金华山旅游经济区政府债券余

额为 2.5 亿元，当年新增政府债券 5.05亿元，截至 201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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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山旅游经济区政府债券余额为 7.55 亿元，债务规模控制

在核定的债务限额内。 

（五）“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经汇总，2018 年金华山旅游经济区行政事业单位因公出

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等“三公”

经费预算执行数为 187 万元，比上年下降 4%，其中一般公预

算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数 187 万元。分项执行情况：因

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下降 100%，主要是 2018 年未安排

出国（境）考察；公务接待费 17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

车购置 45 万元，比上年下降 4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5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主要是部分车辆年限较长费用增加。 

二、落实任务情况 

（一）围绕主职主业，积极推动项目建设。以大调研为契

机，科学谋化项目布局，按“南北互动、东西互通”原则要求，

高位谋划文旅项目、产业项目布局，理出库目库、排出时间表。

以紧扣文旅产业，大力开展精准招商和产业链招商。项目建设

高速推进。按照“签约一批、落地一批、开工一批、开放一批”

的目标任务，强势推进项目建设。小西湖露营基地开放运营，

双龙水电站、鹿田书院等基本完成改造，环鹿湖、双龙溪峡谷

等加快推进，新朝线、赤黄公路、南线绿道等道路景观提升工

程及霞客古道四期、牧羊古道、朝圣之路等游步道建设有序推

进，启动双龙宾馆提档改造、双龙工人疗养完成主体工程。 

（二）围绕深挖动能，不断强化区域经济。一盘活存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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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本完成赤松镇山口冯尖峰地块、罗店镇后园等 5宗土地

收储工作，收回面积 395 亩，使用资金 2.1亿元。二着力促转

型。坚持产业升级，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发挥财政引导作用，

对“小升规”企业进行财政奖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

级的积极性。三是有效促进农旅文化大融合。先后举办金华山

首届樱桃节、佛手节、枇杷节，打造了乡村振兴金华山样本。

举办了何基诞辰 830 周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挖掘金华山儒家文

化及婺文化内涵。锦林佛手文化园乡村旅游集群效益初显，建

成佛手高产高效栽培核心示范区。 

（三）围绕民生保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一是统筹支持

“三农”发展。继续落实省财政支持粮食生产改革三年计划，

发放耕地保护补贴 362 万元。做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

作，继续做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助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

财政补助 385 万元。二是持续加大教育投入。2018 年区财政

用于教育支出为 4855 万元。深化教师待遇保障，加大教育支

出保障，不断提升我区教育设施水平。三是重视文化阵地建设。

积极加快农村文化礼堂建设，2018 年我区已完成 12 个文化礼

堂建设，财政补助 175万元。四是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新

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2家。健全社会救灾救助体系，共发放各

类救助资金 1166 万元。基本养老保险率 93%，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率 99%，大病保险参保率达 65%。 

（四）围绕全域融合，不断优化区域环境。一是全面推进

和美乡村建设。建造了 33 个生态洗衣房，改变农民传统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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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全区两镇垃圾分类设施进行维护更换，农村生活垃圾

减量化工作纵深推进；对 9 个污水运维能力较差的村，予以及

时进行提档改造。二是全域推进环境治理。持续推进“三改一

拆”，拆除违法建筑 11 万平方米。全力剿灭黑臭水全，全面推

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顺利通过国家两部委城市水体

督察。切实加强森林生态资源保护，做好森林消防工作，进一

步巩固禁燃禁放成果。 

（五）围绕风险防范控，提高资金管理绩效。一是做好政

府债务管理。编制了《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方案》，

全力推进国企改制和盘活土地资源，通过推进平台公司转型及

每年从土地出让金收益中安排一部分积极筹措化债资金，争取

在 2022 年前完成隐性债务化解工作，有效控制债务风险。二

是化解“两链”风险。建立应急周转金机制，强化财政转贷资

金的扶持能力，降低企业融资困难，全年共完成审批转贷 10

家，使用转贷资金 16500 万元。三是完善预算管理体制。细化

提交人大审议的预决算报告，将所有功能科目细化到项级科

目。强化预算执行进度管理，在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措施的同时，

对预算支出进度不理想的部门，将采取压缩下年预算规模的措

施。 

三、2019年预算草案 

（一）2019年财政经济形势 

2019 年，我区财政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财政收支矛

盾突出。从收入方面看，我区仍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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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已纳入金东新城区，开发较为成熟，财力增长有限；罗店已

明确为退二进三，且核心的 3000 亩土地归属市城投开发，财

力逐年下降，地方财源基础仍不稳固。从支出方面看，财政支

出刚性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紧平衡依然是我区财政当前和未

来一个时期的新常态。 

（二）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精神，围绕区党

工委、管委会重点工作，保障民生支出，支持重点领域发展，

改进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三）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为1.40亿元，同比增长 3%；

加上转移性收入 1.25亿元，收入合计 2.65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拟安排 2.65 亿元，增长-17%。预计当年收支平衡。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为 7.37亿元；加上转移

性收入 0.13 亿元，收入合计 7.50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拟安

排 6.14亿元，同比增长 19%；加上转移性支出 0.14 亿元，支

出合计 7.50 亿元。预计当年收支平衡。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期均为零。 

（六）“三公”经费预算草案 

5



 

 
 

2019 年，拟安排金华山旅游经济区行政事业单位因公出

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等“三公”

经费预算控制数为 215 万元，比上年下降 3%，其中一般公预

算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 215 万元。分项执行情况：因

公出国（境）经费 1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 75万元，

比上年增长 5%，主要是拟安排考察接待任务；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30万元，比上年增长 18%，主要

是部分车辆使用年限较长，维护费用增多。 

四、完成 2019年预算目标的主要措施 

2019 年，是金华山打破体制机制束缚的改革年，是加快

全域旅游开发的项目年，是全力冲刺 5A 创建的提升年。按照

管委会总体要求，力争做好以下工作： 

（一）促进财政增收。一是摸清“财源”。开展好财源普

查工作，摸清财源底数、找准重点，明确组织收入的努力方向，

有针对性地抓实增收举措，争取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性。二是

争取“外源”，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支持，抓好项目的申报工作，

齐心协力争取资金项目。三是积极“开源”。结合财政收支紧

平衡的新形势逐步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和土地资源促增收，确保

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财政资金保障力度

不减，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减，力促全区经济平稳增长。 

（二）优化支出结构。一是保障工资和基本运转，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二是倾斜民生投入，

保障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兜牢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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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底线。三是加强存量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统筹能力，优先

使用单位结余资金统筹安排于各项目需求。 

（三）加强预算管理。加强预算绩效审查，扩大绩效评价

覆盖范围，加强评价结果应用，推动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深

化预算改革，强化预算单位在预算管理中的主体责任；提升财

政监督管理，加强预算执行跟踪分析，对效益发挥不充分的资

金，及时收回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支持的领域。深入开

展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检查，促进依法依规使用财政资金。  

（四）加强债务管理。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妥善处理存量

债务，加强政府债务监督，健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继续产

业基金设立后续工作，提高政府对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创新

投融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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