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

70.3%。
完善医保政策：全省城

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水平
达每人 520元/年，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人均补贴标准
提高到69元/年，专项投入
2亿元在贫困县实施补充医
疗救助。

● 大力实施减税降费
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500亿元。
落实深化增值税改革。
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开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顶格减免地方

“六税两费”。
降低社保费率。
……

●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推进精准脱贫：争取中央

扶贫专项 55亿元，省级预算
安排 45.7亿元，国省扶贫专
项首次突破100亿元。

支持污染防治：相关支出连
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9年
投入超400亿元。

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一般债
务率、专项债务率、综合债务率等
指标均低于警戒线，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定支持创新型省份建设“财政十

条”，兑现企业、高校研发投入奖补 6.1
亿元，奖励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市县8000
万元。

支持关停并转，淘汰“散乱污”企业
1563家，关停不安全小煤矿48处。

出台推动现代服务业、
道路货运物流业、冷链物流
业加快发展一揽子政策。

升级财政惠民惠农补
贴“一卡通”，发放各类补贴
329亿元。

●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入2915亿元，支出2718.6亿

元，滚存结余3094.9亿元。● 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控制在中央核
定的债务限额以内。

●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收入 2993.9亿元，加上专项

债务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转，收入合
计4621.6亿元；支出2906.7亿元，加
上专项债务还本，调出资金，结转下年，
支出合计4621.6亿元。

●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收入 45.2 亿元，加上中央补

助，上年结转等，收入合计 50.4亿元。
支出 34.2亿元，加上调出到一般公共预
算和结转下年等，支出合计50.4亿元。

●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收入 3007 亿元，加上中央补

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调入资金等，
收入合计 9345.2亿元。支出8034.1
亿元，加上上解中央，一般债务还本，调出
资金，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
等，支出合计9345.2亿元。

看收支

湖南财政助推高质量发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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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看懂2019年湖南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财政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还百姓一片碧水蓝天。 傅 聪 摄

财政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易
地搬迁贫困户生活有保障。

郭立亮 摄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激发市场活力。
蒋克青 周贞云 摄

“芙蓉学校”遍地开花，贫困地区的孩子
也能在家门口“上好学”。 赵 持 摄

财政服务创新开放，助力智能制造
强势崛起。(中联重科品牌宣传部供图)

看保障 看改革

● 持续加强财政管理
全面落实一般性支出

压减 10%要求，全省扣回
部门预算资金59亿元。

支出进度挂钩资金安
排，收回未如期下达的省
级专项3.1亿元。

盘活省级存量资金27.3亿元，工作成效
获国务院肯定。

全面防范“三保”风险：督促市县优先足额
安排“三保”支出。

提质增效保障国计民生提质增效保障国计民生
——2020年湖南省财政预算报告解读

财政预算报告，
展示的是“政府账本”，

折射的是新时代国计
民生。

新鲜出炉的《湖南省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显示，2019 年省财政加力

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努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千方

百计保障国计民生，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9 年，省财政把更多的
“真金白银”投向民生领域，民生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七成以

上，兑现了政府的承诺，提升了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交出了

一份高质量的答卷。
2020 年是全面小康决胜年，省财政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开源挖潜与节支增效同步，调整结构与

革新机制并举，大力提质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坚决做好“三大攻坚战”、基本民生、产业升

级、创新发展、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均衡发
展等重点领域保障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推动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坚实支撑。

重点支持、精准投入，保障国计民生
报告显示，2019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突破

5000 亿元，全口径税收突破 4000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突破 3000 亿元，地方税收突破 2000 亿元。如

何看待这样一个成绩？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

委主任文富恒说，2019年，各级财税部门积极应对经济下行
严峻形势，坚决贯彻中央减税降费部署，推动财政收入持续
量质齐升，全面站上“5432”新台阶，难能可贵。

2019年，我省民生支出5644.4亿元，占比达到70.3%，较
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文富恒说，在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空前
的背景下，2019 年湖南财政保民生的力

度只增不减，以政府过“紧日子”换来老百
姓过“好日子”，充分体现了公共财政的公

共属性和预算安排重点向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倾斜的指导思想，值得点赞。

2020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从经济层面看，我省正处于

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经济稳中向
好、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变，但外部环境不确定

性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期叠加”影
响持续深化，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从财

政层面看，财政收入增长动力减弱，更大规模减税
降费政策带来的减收效应持续释放，价格对收入拉

动作用减小，财政增收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打好

“三大攻坚战”和基本民生政策提标等刚性支出需求持续增
加，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

越是困难时期，越要有定力，越要继续坚持重点支持、精
准投入，保障国计民生。2020 年，我省将大力提质增效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坚决做好“三大攻坚战”、基本民生、产业升级、
创新发展、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区域均衡发展等重点领域保
障工作。

——教育方面，支持省属高校“双一流”和一流本科建设，
支持全面化解义务教育大班额，大幅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缓
解入学难、入学贵。

——科技方面，支持创新型省份建设，支持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建设，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救助水平，
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加大就业投入，帮助退役军人、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人员等重点人群就业。

——卫生健康方面，加大省级投入，引导市县加强妇幼保
健、疾病预防控制、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
高城乡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继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
度，决胜脱贫攻坚战役。

——污染防治环境保护方面，继续聚焦湘江和洞庭湖流
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切实改善重点区域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补短板方面，完善省市县分担机制，创新
融资方式，加快推进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
路。

——加强基层建设方面，全面落实强基层打基础重大部
署，支持乡镇小食堂、小厕所、小澡堂、小图书馆、小文体活
动室和周转房建设，支持在职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
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聚焦支持特色产业小镇、产
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和项目；支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整治拖欠中小企业账款，设立农民工欠薪周转金，持续改善
营商环境。

文富恒认为，这些安排充分贯彻落实了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更加注重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更好服务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此给予高度肯定。

严格管财、高效理财，报告呈现“四大亮点”
一年一度的政府预算报告，是省财政严格管财、高效理财

的书面呈现。翻开新鲜出炉的“政府账本”，一行行数字直接
体现着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意图，目标直指改善提升千家万户
的民生福祉。

“审查一年一度的政府预算报告，代表们高度负责，严肃
认真对待每一个数据。”文富恒主任称，做好省人大代表审查
预算的服务工作，省财政厅编写了《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
2020》。这是我省连续第六年编制预算解读。总的来看，今
年的预算报告，呈现出“四大亮点”。

一是资料更加丰富。按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
和政策拓展的改革要求，预算审查资料包括预算报告、预算草
案、部门预算草案等资金，首次将所有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全部提交审查，还专门编印《湖南省政府预算解读2020》彩色
图文手册，力求向省人大代表呈上一本清晰直观的政府收支

“明白账”。解读共 204 页，全书设财税改革、预算数据、民生
政策三个篇章，通过政策图解、数据剖析、对比阐释等形式，诠
释了财税改革如何向纵深推进、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
去、怎样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等代表关注的问题。

二是全面完整反映预算执行情况。在反映收支总量的基
础上，更加突出各项明细构成，与预算或上年决算相比变动较
大的，都在报告或草案中作了详细说明。

三是严格落实预算法要求，细化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
制。2020年专门编制省级专项资金情况表，反映省级专项转
移支付分项目情况。

四是预算安排视野更加宽阔，跨年度动态平衡的特征更
加明显，以增量带动存量结构调整的力度更大，较好地体现了
中央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要求。

2020年的财政预算报告贯彻以收定支有保有压，大力调
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增强财政保重点、兜底线、惠民生能
力。文富恒称，坚持“以收定支”，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严
禁超越发展阶段和财力可能安排支出。坚持“有保有压”，贯
彻“零基预算”理念，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该花、不必花、暂时可
以不花的钱一律不花，继续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勤俭节约办
一切事业。此外，2020 年的预算报告，还坚持兜牢底线，“三
保”支出优先安排，“一脱贫三促进六覆盖”民生项目优先保
障，到人的资金一分都不少。坚持绩效优先，所有省级专项绩
效目标提请省人代会审议，实现部门、项目和资金全覆盖,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体现了“花钱必问效、无效
必问责”的理念。

■ 张 笛

● 深化财政体制机制改革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深入推进农业专项“大专项+

任务清单”管理改革，省
级专项资金由 75项整
合到47项。

推进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
集中统一监管。

……

财政“买单”，实施大批民
生实事类项目和环保类项目，
城市越来越美，百姓幸福感不
断提升。 田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