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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中牟县 2021年财政决算（草案）
及 2022年 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中牟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

中牟县财政局 申永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就中牟县 2021年财政决算和 2022

年 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算为 640600万元，执行中因汛情疫情等因素影响，收入预算调

整为 550000 万元，实际完成 56779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3.24%，同比下降 6.9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53896万元，

非税收入完成 213903万元，税收收入占比为 62.33%。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55675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477万

元、调入资金 58445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64900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2537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1051833万元。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1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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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 744475万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和新增债券等，全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预算数为 811197 万元，全年实际完成

80382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09%，同比下降 11.15%。

收支相抵，扣除上解上级支出 86221 万元、调出资金 6033

万元、地方债务还本支出 145873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521万元，滚存结余 2361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 2021年县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426400万元，执行中因汛情疫情等因素

影响，收入预算调整为 323340万元，实际完成 332887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102.95%，下降 17.4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 248493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193448万元、上年结转

结余 2477万元、调入资金 58445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64900万

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537 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1003187

万元。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 2021年县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602017万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和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预算数

为 700138 万元，全年实际完成 692765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8.95%，同比下降 9.21%。

收支相抵，扣除上解上级支出、地方债券还本支出、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后，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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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1年政府

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000000万元，受房地产政策调控、暴雨灾情

和新冠疫情影响，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企业摘地意愿不强，土

地出让规模明显下降，经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批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320000 万元，实际完成

32758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37%。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9485万元、上年结余 1306万元、调入资金 6033万元、

债券转贷收入 121000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465405万元。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1年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755834万元，预算执行中因收入调整、新增

专项债券增加、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等因素，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调整为 318826万元，全年实际完成 224297万元，为调整预

算数的 70.4%。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1年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28431万元，实际完成 25971万元，为预算

的 91%；支出预算为 33321万元，实际完成 34627万元，为预算

的 10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均已市级统筹，相关数据不在

决算报表中反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1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为 1000万元，因我县国有企业上缴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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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经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调整为 1700万元，实际完成 1755万元，为预算

的 103.24%；调出资金 355 万元，支出预算相应调整为 1400 万

元，实际完成 140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国有公

司资本金注入。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省财

政厅下达我县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87.04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115.26 亿元，专项债务 71.78 亿元。2021 年底我县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 144.0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94.11亿元，专项债

务 49.96亿元。债务余额不超过规定的限额。

全县和县本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总体看，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县十四届人大六

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和批准的预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决兜牢

“三保”底线，财政改革发展步履坚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财政政策作用与效能不断增强。认真贯彻积极的财政

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确保财政政策和

资金尽快见到实效，发挥好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有力推动

全县经济恢复和社会大局稳定。一是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把

支持企业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重点，持续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等

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以及部分

延续性税费支持政策，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2.47 亿元。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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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印发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财政

支出管理的通知，将过紧日子要求作为预算管理长期坚持的基本

方针，强化预算执行，严格预算约束，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采取

有效措施缓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三是积极争取上级债券资金。

2021年，我县共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28.59亿元，有效缓解我县重

点项目资金支付压力。四是切实做好直达资金管理工作。严格按

照“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要求，加快直达资金审核审批，及时

分配下达预算，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2021 年，

我县共接收上级直达资金 10.48亿元，按要求全部分配下达到用

款单位。

第二，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同步提升。坚持全方位、系统性

统筹资源，优先保障县委县政府确定的产业经济重大战略部署，

县域治理重要改革攻坚及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聚力创新、聚焦富

民。一是支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拨付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5301

万元，支持我县文化创意、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

疗器械、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产业项目，助推重大产业项目顺

利落地、发展及转型升级。加大企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安排资

金 5515万元，推动县域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二是支持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统筹资金 49.26亿元，用于城乡社区建设、“三

项工程、一项管理”等基础设施完善改造提升工程，保障我县城

乡社区建设顺利推进，城乡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显著改

善。安排农林水支出 6.5亿元，用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三

是加大污染防治投入力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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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空气质量作为实现普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全年投入资金 1.16 亿元，积极支持扬尘治理、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土壤污染等污染防治，支持国土绿化行动、“河湖长制”

等行动深入开展。四是全力应对汛情疫情影响。强化防汛救灾资

金保障，全年分配下达各类救灾资金 4.92 亿元。落实灾后重建

政策措施，安排相关企业扶持资金 8012万元，引导金融企业为

受灾企业和农户提供贷款等融资5.6亿元，完成农业保险赔付807

万元。支持疫情防控常态化开展，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累计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2929万元。五是支持民生社会事业跨越

式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有限的财政资金

用在刀刃上，稳就业、保底线、优教育、惠民生，切实做好关键

时点的民生保障改善工作。全县民生支出 60.84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75.69%。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保障。

第三，风险防控与改革创新协同推进。坚持改革创新、规范

管理，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底线。一是财政风险防控成效较为显著。将防风险摆在首

位，严格落实“清、规、控、降、防”各项措施，有效遏制隐性债

务增量，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圆满完成全年化债任务。

坚持“三保”在预算执行中的优先地位，足额保障“三保”支出预

算，切实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科学规范编制财

政预算。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突出保基本、兜底线，健全完善中

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三是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完善相关制

度措施，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环环相扣、互为支撑。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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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类绩效评价工作，预算绩效管理实效不断提高。四是不断

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把好国有资产“入口”和“出口”关，加强资产

有偿使用管理。圆满完成法检两院及环保局资产清查划转工作。

实现人大常委会国有资产联网监督平台信息共享，建立中牟县国

有资产报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五是全力推进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管理。实现“一张清单管制度、一个平台管发放、一个专栏

管公开、一套规程堵漏洞”等工作目标，全年通过“一卡通”发放

惠民惠农补贴项目 11个，补贴资金 2396万元，惠及群众 47241

人次。六是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PPP项目稳步推进实施，

截至 2021 年，我县共 10 个项目进入财政部管理库，总投资约

48.74亿元。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改革，持续增强国有企业投融资能力，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服

务中牟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审计查出问题立行立改。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目标，确保整改成效。对于共性问题，

着力建章立制尽快规范，从源头上加以解决。对于个性问题，深

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严肃财经纪律，提升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将审计查出问题及整改情况作为完善政策和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的重要依据，并与绩效评价、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不断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重点

2022 年，经济持续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叠加灾情疫情影

响，增加了组织收入的压力和阻力，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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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收入断崖式下滑，财政增收十分困难、支出压力超出预期、

债务化解任务艰巨、收支平衡压力巨大。面对严峻的财政收支形

势，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着力支持疫情防控、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创新发展

和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1.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596200万元，1—6月份实际完成 342733万元，为预算的 57.49%，

下降 7.2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40643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202090万元，税收收入占比为 41.04%。

经县乡两级人代会批准的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740439 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转移支付增加等，截止 6 月底，实

际完成 315458万元，下降 30.07%。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349540 万元，1—6 月份实际完成 268777

万元，为预算的 76.89%，增长 12.09%。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县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599970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转移支付，

减去补助下级支出等，截止 6月底，实际完成 256572万元，下

降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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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为 800000万元，1—6月份实际完成 21375万元，为预

算的 2.67%，下降 89.83%。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884778万元，

1—6月份实际完成 409219万元，增长 9.92%。

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县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27861万元，1—6月份实际完成 12815万元，

为预算的 46%，下降 0.21%。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35827万

元，实际完成 17528万元，为预算的 48.92%，增长 3.54%。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县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1000万元，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无收入，

对应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5. 新增债券安排情况

经过积极争取，2022 年上半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债券资

金共计 190252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10252万元，用于贾

鲁河综合治理项目；新增专项债券 180000万元，主要用于朱博

士社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53500 万元，盛和社区安置房工程项目

37300万元，轩城社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35700万元，占李社区安

置房建设项目 18000万元，8#安置区建设项目 10000万元，郭庄

社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5000万元，9#安置区建设项目 5000万元，

青年设计师创业基地 5000万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改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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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七里岗社区安置房工程项目 2000万元，2021年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2000万元，岗头桥安置区项目 1500万元，

2019 至 2021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1000 万元，妇幼保健院

发热门诊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 1000万元。按要求分别纳入一般

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特点

2022 年上半年，县财政部门持续加强与税务、资源规划等

征收部门沟通协调，通过强化收入征管、清查催缴欠税、实施契

税补贴、加快土地出让、制定乡镇（街道）激励政策等多种措施，

积极挖掘增收潜力，确保应收尽收。1—6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34.27亿元，实现收入“双过半”。

2022 年上半年，面对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复工复产的关

键时期，财政部门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要求，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的支持经济发展工作，统筹资金确保了基本“三保”正常支出，

债务有序化解，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农民工工资等重点支出及时

拨付。1—6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31.55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45.11亿元下降 30.07%，其中教育、医疗、社保等

民生支出 20.1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3.99%。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半年，我们将按照县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审

查意见和本次会议提出的要求，围绕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任务，

全面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圆满

完成。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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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各类财政资源统筹，提升财政保障水平。一是加强

财政政策统筹。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组织研判财政经济运

行形势，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和惠企稳企有关政策措施，实施积

极精准的财政政策，合理引导社会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二是加

强财源征管统筹。完善激励政策，充分调动乡镇培植税源、组织

收入的积极性，促进税收稳定增长。加强非税收入和土地出让收

入征管，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切实提高收入质量。三是加强支

出预算统筹。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把

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四是加强国

有资产统筹。优化新增资产配置机制和资本性支出形成资产全程

登记制度，完善“公物仓”管理，推动国有资产共享共用。

2.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一是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增强财政统筹保障能力。继续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实施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推动跨年度预算平衡。二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加强重点领域预算绩效管理，提升绩效目标质量，强化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进一步做好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三

是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完善县乡财政体制，优化县与乡镇财政事

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提高基层

财政保障能力。

3. 着力防范重大风险，提升财政防控能力。一是坚决守住

安全发展底线。强化财政运行分析和监测，密切关注全县财政收

支运行情况、库款保障水平，压实县级“三保”支出保障主体责任，



- 12 -

兜牢“三保”底线。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遏制违法违规举债，

持续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加强国有企业、投融资公司风险防控，

严防风险叠加累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加

快国资国企改革步伐。对部分国资国企进行市场化转型升级，搭

建多层次投融资体系，打造收入利润稳定增长的企业实体；完善

国有企业现代化法人治理结构和制度建设，优化国有资本投向，

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4. 严格执行财政法规，提升财政法治意识。牢固树立预算

法治意识，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

积极主动听取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自

觉接受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继续落实向县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预算绩效管理等要求，认真落实人大监督管理意见。健全财

政资金监督机制，加强审计和财会监督，切实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以来，财政部门积极应

对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和疫情反复影响，全力落实各类减税降

费和助企纾困政策，提振市场信心。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

筹做好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三保”保障工作，持续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着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下一步，

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增

强全局观念，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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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1 年我县共收到上级转移支付 243249 万元，其中：一般

转移支付 21600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27244 万元。根据上级要

求的每笔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办法及支出科目，当年已安排支出

238191 万元，剩余 5058 万元已按规定结转 2022 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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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20 年末，我县债务余额 1,398,09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922,708万元，专项债务 475,391 万元。

2021 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1,870,387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1,152,561 万元；专项债务 717,826万元。

2021 年，我县共计收到上级债务转贷收入 285,900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 164,900 万元；专项债务 121,000 万元。

2021 年，我县共计偿还债务本金 242,598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偿还 145,873 万元；专项债务偿还 96,725 万元。

2021 年，我县债务付息支出共计 48,978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付息支出 31,911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7,067 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我县债务余额 1,440,733 万元，其中：一般

债务 941,067万元，专项债务 499,6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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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1年全县三公经费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团组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

二、公务接待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支出

166.55 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用车购置

25.48 万元、运行维护费 290.9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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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2020年全县三公经费变动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共 0 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0 万元。

原因是：我县没有安排因公出国事项，无此项支出预算。

二、公务接待费用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公务接待费用

166.55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16.62 万元。

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严格落实厉行节约规定，进一步压缩相

关费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情况

本年度我县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用共 316.41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300.47 万元。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 25.48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3.5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 290.93 万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286.97 万

元。

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严格落实厉行节约规定，进一步压缩相

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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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2021年预算绩效开展情况说明

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工作要求，县财政部门认

真贯彻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战略部署，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一、健全完善制度体系

根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

际，印发《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关于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协调机制

的通知》等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实现预算绩效管理“顶层设计—制度办法—工作管理”三个层次

实现环环相扣、互为支撑，助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二、加强事前绩效评估

将绩效评估报告作为申报预算的必要条件，安排部门预算时

要求部门对项目、政策立项实施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

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财政支持的方式及项目

预算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形成项目绩效评估

报告，实现项目预算和事前绩效目标同步编制、同步报送、同步

审核，从源头上推进绩效管理和预算一体化。

三、严格绩效目标管理

编制 2022年部门预算时，把乡镇财政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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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范围。在编报项目绩效目标的同时，同步开展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填报工作，要求各预算单位及乡镇（街道）填报部门

整体绩效目标。截至目前绩效目标完成审核的项目数量达到3474

个。根据《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绩效

目标审核机制，对审核后的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同步批复、同步

公开。

四、强化绩效运行监控

2021年，对填报绩效目标的 1513个项目全部线上开展绩效

运行监控，涉及项目金额 58亿元。同时县财政选取 20个重点项

目，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及时发

现问题并进行纠偏，对预计无法完成、进度滞缓、绩效指标设置

不合理的项目预算进行调整，确保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如期实现。

从 20个重点项目监控报告看，跟踪监控结论良好的项目 14个，

占 70%，跟踪监控结论合格的项目 6 个，占 30%，监控质量整

体比去年有所提升。

五、扎实开展绩效评价

（一）指导单位做好绩效自评价。全面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

评和项目绩效自评价，评价项目 852个，评价资金 14.32亿元。

为提高绩效自评价工作效果，我们选取 42 个县直预算单位和 2

个乡镇（街道），借助第三方绩效公司组织对预算单位的自评填

报情况开展质量评比。从自评价质量评比情况看，报告质量为优

秀的 6 个，占 13.64%，报告质量为良好的 25 个，占 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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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质量为中的项目 13个，占 29.54%。

（二）深入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选取交通局、公路局、

地管所、住建局、水利局及林业局等六个单位的道路、廊道、公

园、水系管护费、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等 8 个重

点民生项目，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重点评价，评价金额 2.67亿

元。第三方中介机构按照“独立客观、实事求是”的绩效评价原则，

经过评价方案设计、实地调研、评价报告撰写、质控与修改等四

个阶段的工作，初步形成评价结果。经过绩效专家、项目单位、

财政相关业务科室对初步评价结果进行的论证，目前已基本形成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从评价等级来看，8个项目中绩效评价

等级为“良”的项目 5个，等级为“中”的项目 3个。从评价结果来

看，各项目完成情况总体较好，但同时存在部分项目实施方案不

完善、绩效目标设置不科学、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三）稳步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县财政在 2021年

对去年开展部门整体评价试点的基础上，今年我们选取县文广旅

体局和县应急局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从评价结果来看，

两个单位履职效益总体较好。但同时也存在部门预算编制不精

细、奖补资金支出标准与绩效标准缺失、内部人员配置不科学、

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等问题。

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进一步提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细化量化结果应用建议，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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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机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

安排。健全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机制，建立结

果整改应用台账，汇总分析结果应用情况。推行预算绩效评价结

果与反馈整改、报告通报、预算安排、预算公开相结合的措施，

推进财政支出由“重分配”向“重绩效”转变。

七、认真组织绩效管理考核

认真总结 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政府综合考评情况，进

一步完善考评办法、认真组织开展并顺利完成对全县各乡镇（街

道）和预算单位的考评工作。同时，严格对照省财政厅和郑州市

考评办的考核要求，组织上报我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材料接受省

市专项考核。在省财政厅 2020年、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专

项考核中我县均取得优秀等级，连续两年以综合考评总分第一名

的成绩受到省财政厅的通报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