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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日，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

议召开，听取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所作

的关于广东省2019年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省税

收增幅明显回落，其中个税收入大幅下

降。

民生类支出占近七成

戴运龙介绍，据快报统计，今年上

半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855.93亿元，增长5.1%，其中税收收入

完成5449.63亿元，增长2.4%，税收占比

为79.5%。 他表示，上半年税收增幅明显

回落，非税收入较快增长。 其中个人所

得税收入上半年减收160.55亿元。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9001.8亿元，增长13%，教育、社保等

民生类支出累计完成6224.58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69.1%。 其中教育支

出完成1714.31亿元， 增长21.5%， 增支

303.12亿元，增支主要用于学前教育、中

小学教育、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方

面。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950.96亿

元，增长20.1%，增支159.19亿元，其中财

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185.46亿

元，增长35.4%、增支48.47亿元。

据了解，2019年， 全省各级财政预

算安排用于十件民生实事的资金为

889.88亿元， 上半年已下达拨付资金

762.03亿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85.6%，快

于时间进度35.6个百分点。

下半年，广东将在不折不扣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努力保持全省财

政收支平稳运行；落实重点领域和项目

资金政策保障； 加强债务风险防控；做

好2020年预算编制工作。

社保基金支出增长18.9%

戴运龙介绍，2019年全省社会保险

基金

（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

基金、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

金 、 生育保险基金等八项社会保险基

金 ）

收入预算7236.56亿元

（收支不含上

下级往来，下同）

，基金支出预算5331.32

亿元， 当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预算

1905.24亿元。

上半年，全省八项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完成 3656.29亿元， 为年度预算的

50.5%， 比去年同期增加209.91亿元，增

长6.1%；基金支出2269.27亿元，为年度

预算的42.6%，比去年同期增加361.13亿

元，增长18.9%。 当期结余1387.02亿元。

累计结余16636.38亿元， 比2018年底增

长15.8%。

广东省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公布，减税降负成效明显

上半年全省个税减收逾160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

日，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

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

（修订草

案）

》的说明。据悉，修订草案从解决

中小企业发展突出问题出发对条例

作出诸多修改，其中明确，各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与中小

企业依法签订的合同， 不得以政府

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

2018 年，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

织条例实施情况的专题调研， 调研

显示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仍面临许

多突出问题。 融资成为制约中小企

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 全省不到

10%的小微企业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而通过发债和股权融资的更少，同

时 50%多的调研企业反映银行贷款

成本高、收取额外费用、贷款手续繁

琐等。此外，还存在企业权益容易受

到侵害等问题。

为此，在企业融资方面，修订草

案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采用多种形式支持组建

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性担保公司等， 为小型微型企业提

供金融服务。 金融机构不得强制约

定将中小企业的部分贷款转为存

款， 不得以存款作为审批和发放贷

款的前提条件， 变相增加中小企业

的融资成本。

修订草案还明确， 依法保护中

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 经营

自主权、经营场所使用权、公平竞争

与交易权等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与中小企

业依法签订的合同， 不得以政府换

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

此外，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认为， 同一部门对中小企业实施的

多项日常监督检查应当合并进行；

不同部门对中小企业实施的多项日

常监督检查能够合并完成的， 由本

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合并

检查或者联合检查； 政府部门间的

监督检查结果应当交换共享和采

用。应对条例作相应的修改，避免重

复监督检查，干扰企业的生产经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

去

年， 广东省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良好。 昨日，省审计厅厅长

卢荣春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广东省2018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 此次审计报告首次披露领导

干部担当作为和规范权力运行审计结

果， 首次披露审计移送的重大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情况。

2018年度总体情况良好

卢荣春表示，审计结果表明，各地

区、 各部门认真执行省十三届人大第

一次会议批准的2018年度预算， 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财政政策积极有效，民生福祉

得到改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

推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经济运行风

险防控加强，财政管理不断完善，审计

整改力度不断加大，2018年省级财政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良好。

对上一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有

关地区和部门、 被审计单位认真落实

主体责任，按项、逐条跟踪督促，成效

显著。 据统计， 截至2019年6月底，对

2017年度审计查出的1461条问题，有关

部门、单位和市县已整改到位1098条，

整改完成率75.15%。 通过收缴资金、归

还原资金渠道、规范资金账务管理、落

实或拨付项目资金等方式整改问题金

额393.22亿元

（其中上缴财政金额

51.44

亿元）

。 同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强

内部管理， 制定或修订制度规范326

项；根据审计查出的问题，有关部门单

位进一步核实查处， 处理有关责任人

166人。

社保基金存款管理不科学

此次运用大数据审计方法， 组织

实施2018年度省级决算草案及财政管

理、 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和市县财政管

理等情况审计。 其中，省级财政管理审

计方面，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

收入3977.85亿元，总支出1955.51亿元，

（收支不含上下级往来）

收支相抵当年

结余2022.34亿元。 审计发现，省主管部

门对社会保险基金存款管理不科学，

不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 2017年度省

级养老保险调剂金活期结余77.60亿

元， 截至2018年底仍以活期存款形式

存储，未制订保值增值计划并实施。 若

按 2018年定期存款 1年期最低利率

1.95%计算，少收利息约4656万元。

此次还首次组织对102个省级部

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覆盖审计，延

伸审计65个所属单位， 涉及资金总额

1101.98亿元。 在预算编制与执行方面，

有49个部门及单位187个当年度安排

的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低于30%，涉及

未执行资金3.77亿元。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方面，有3个

部门及单位超预算列支“三公”经费及

会议费，涉及金额97.85万元；有9个部

门及单位在其他科目列支“三公经费”

及会议费，涉及金额119.23万元；有3个

单位62次接待活动无公函或邀请函；

有1个部门5次会议费报销凭证未附参

会人员签到表；有1个单位未按规定编

制年度会议计划， 涉及会议费支出

48.10万元。

有省属部门单位越权决策

此次组织对省总工会等5个省属

部门单位、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潮州

市人民检察院， 以及云浮市党委政府

和21个县级地方党委政府共52名领导

干部进行审计。 这也是审计报告首次

披露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和规范权力运

行审计结果。

审计发现的问题有， 有 4 个省属

部门单位、 1 个市和 10 个县的 185 项

重大经济事项没有按规定经过集体研

究决策， 涉及金额 54.27 亿元。 有 3

个省属部门单位和 7 个县越权决策或

出台与中央和省政策法规不相符的地

方政策、规定。 如有 1 个省属部门单位

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购置物业

3559.39 万元。 有 1 个省属部门单位、1

个市和 16 个县分别存在接待费、会议

费和培训费等费用管理不规范、 开支

报销不真实等问题， 涉及金额 1.16 亿

元。

广东省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炉

省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广东修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政府不得

以换届等理由违约

报告首次披露审计移送

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去年以来处理

公职人员 400多人

审计报告首次披露了审计移

送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卢荣春介绍，2018年以来， 审计发

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244起，截至2019年6月底已处理公

职人员400多人。

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

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

职，造成国有利益重大损失。

共发现此类重大问题线索127

起，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违规决

策；违规招投标、违规采购；低价出

让土地、 违规处置大宗国有土地；

对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项目处理不

力；无依据或签订不合理合同支付

大额补助资金； 违规发放津补贴；

环境资源方面监管不力，存在环境

违法活动等。

2.

民生领域腐败仍存，侵害群

众利益。

共发现此类重大问题线索80

起，主要是侵占扶贫、涉农、社保、

医保、教育等民生资金，涉及人员

多为基层公职人员。 其中，扶贫审

计共发现44起问题线索，有41起线

索涉及14个市的264名干部

（其中

乡镇村干部

250

人）

，存在扶贫工作

作风不实、失职渎职、侵占扶贫资

金的问题。

3.

国有企业决策不当、违规操

作，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共移送此类线索37起，主要是

违规转让股权、违规招投标、违规

收购项目、违规提供融资、违规转

包、违规调节财务报表等。 移送事

项涉及7家国有企业、1家民营企

业、13名企业中层以上领导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