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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８年预算草案提请本次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并请自治区政

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们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及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决定和决议，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结构优、效益好、活力强、质量高的良好态势，在此基础上，全

区及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统计数据（以下预算执行情况均

为此时点数据），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７０３４亿元，下降

１４４％，剔除虚增空转因素后同比增长１４６％。加上中央补

助收入２５２３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９５０７亿元、上年

结余收入４５０８亿元、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７４２万元、上年

置换债券结余２１７８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１３８亿

元、调入资金４１６亿元，收入总计６００１２亿元。全区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４５２３１亿元，增长 ０２％，完成调整预算的

９１８％。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１３５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６３１５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３７８亿元、国债

转贷资金结余７４２万元、待偿债置换债券结余１８９７亿元，支

出总计５５９５７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４０５５亿元。

中央财政对我区各类补助收入２５２３亿元，增长６２％。

其中，返还性收入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４６４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１０５９亿元。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相关转移支付分

配办法，自治区财政下达盟市各类补助 ２２０７３亿元，增长

７９％。其中，返还性支出和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１５１８亿元，专

项转移支付１０５５５亿元。

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８７８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４５６％，同比增长５８１％。超收较多主要是自治区经济质

量效益提高带动税收等收入增长，并用于进一步加大对困难

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全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上

中央各类补助列自治区本级收入３１５６亿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收入１２３２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８７３亿元、上年置换债

券结余０９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４２２亿元、调入资

金７１亿元，收入总计１１６４１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９０３２亿元，增长 ３１７％，完成调整预算的 ９０５％。

加上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５７３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６８亿元、待偿债置换债券结余５９９万元，上解中央

支出２４亿元，支出总计１０６９７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９４４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３４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５％。加上

中央补助收入７１２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３５９４亿

元、上年结余９８６亿元、上年置换债券结余９１亿元，收入总

计８８１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０４８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７８７％，增长５１％。加上调出资金３７１亿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３２０３亿元、待偿债置换债券结余１３１

亿元，支出总计 ７７５３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１０５７亿

元。

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５６２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１５９％，同比增长１６９％。加上上年结余收入１５７亿元、中

央补助列自治区本级收入４６８亿元，收入总计１１８７亿元。

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９８２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８７６％，同比下降１２９％，主要是中央补助的可再生能源电

价补贴减少２４８亿元。加上调出资金 ６６亿元，支出总计

１０４８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１３９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７亿元，完成预算

的２１２％，超收较多主要是包钢集团上缴了国有股权转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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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１亿元，通过核查增加收益０４亿元。自治区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７亿元，其中：用于支持自治区直属国有企

业转型发展和自治区盐业公司盐业体制改革等支出２４亿

元；调出资金０３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１９９亿元（全区各地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费征缴和待遇发放工作刚刚启动，尚未全面推开，

该数据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数据，下同），完成预算

的１３０７％，增长２７１％，主要是自治区出台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补缴政策。其中：保险费收入８７１９亿元，财政补贴

收入２９３１亿元，利息收入等３４１亿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１００５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４２％，增长２０７％，主要用于

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当年收支结余１９４亿元，年末滚存

结余１１５１４亿元。

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７３３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２８５％，增长３０１％，其中：保险费收入１３５１亿元，财政补

贴收入３１８亿元，基金保值增值收益、转移收入等６４亿元。

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１４９４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８３％，增长９１％。加上对下调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助

３３７亿元，支出总计１８３亿元。当年收支缺口９７亿元，已使

用历年滚存结余予以弥补，年末滚存结余２３６亿元。

上述各类收支数据，待财政部批复决算后，会有一些变

化，届时依法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７年，各级财政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体制机制，加

强收支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财政管理和改革工作取得了

积极进展。

一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适度扩大

财政支出规模。克服收入下降、增收困难局面，积极争取中央

转移支付，全面盘活存量资金，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４５２３１亿元，支出进度比上年提

高１个百分点，其中本级提高１２个百分点。发行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３９４４亿元，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脱

贫攻坚、生态环保等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全区１１２个 ＰＰＰ

项目落地实施，政府投资２１３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资１２１０

亿元。自治区本级 ７支政府投资基金注册运营，财政出资

３０９亿元，引导社会资本９１７亿元，支持了养老、科技创新、

铁路交通等领域４５个项目。认真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在落实以往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继续扩大营改增减税效应，

认真落实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加大企业研发费用

税前扣除力度，进一步清理、取消和降低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全年再为企业减负１５０亿元以上，

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落实

“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下达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

补资金４７亿元，支持退出煤炭、钢铁产能，妥善安置分流职

工１８３４人。下达专项补助资金８９亿元，将棚改和房地产去

库存相结合，棚改货币化安置率达到９７７％，全区商品房待

售面积下降８６％。下达资金１２３亿元，支持蒙东地区城乡

用电同网同价改革。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增加基本公共

服务、扶贫、生态环保等短板领域投入。支持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牧业补贴制度，发放

农业支持保护等惠农惠牧补贴资金４２９９亿元，惠及８００多

万农牧民。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下达资金２４８亿元，建设高

标准农田１９４万亩。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区水利

支出１２９７亿元，增长２１７％，夯实农牧业发展基础。培育壮

大新动能。财政出资１０亿元，设立重点产业发展基金，支持

大数据、石墨烯等新产业、新业态成长。下达旅游专项７８亿

元，大力支持全域旅游、四季旅游，游客总人数突破１亿人次。

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达科技专项资金５６亿元，补

助６３０多个公共科技科研项目。全面实施自治区财政科技计

划和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下达补助资金１５５亿元，积极

推动和林格尔新区规划和建设。增加对满洲里、二连浩特国

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补助各１亿元，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

三是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虽然２０１７年财政收入下降，但全区民生支出投入力度不

减，达到３１５８１亿元，增长６３％，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

幅６１个百分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６９８％，同比提高４

个百分点。全力支持脱贫攻坚。全区扶贫支出１２１亿元，增

长１１２９％。支持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全区２０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推动３１个国

贫旗县整合涉农涉牧资金４９３亿元，形成资金投入合力。自

治区本级安排脱贫攻坚“以奖代补”资金１０亿元，鼓励贫困

旗县脱贫摘帽。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坚持教育优先，全区教

育支出５５９４亿元，增加４４亿元。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９０８％，３２个旗县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

定。农村牧区中小学校“大通铺”问题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政策惠及１６２２万人次。现代职业教育转型试点

及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社会保障水平进

一步提高，全区社会保障支出６９９７亿元，增长８９％。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４２０元提高到 ４５０

元；城乡低保对象财政补助标准月人均分别提高４９元和５５

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月均提高１５１元。将１７万户

边民生活补助标准由每年每户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元。调整

完善就业创业管理措施，全区就业支出２４３亿元，大力支持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重点群体和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

定。全区住房保障支出 １６４４亿元，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

２２１万套，完成农村牧区危房改造６８万户。下达资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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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实施偏远农牧区用电升级工程。实施自治区成立７０周

年惠民工程。自治区本级共计投入１１４亿元，将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标准月均提高２０元，达到１１０元；将特殊教育小学、

初中、高中在校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提高到１３５０元、１６２０元

和１８９０元，分别提高３５０元、３７０元和１８９０元；将农村牧区义

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全部国贫旗县，惠及２３２万学

生；将大学新生资助政策扩大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惠及

２１万大学生；将城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分别提

高３０元、５０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年提高４６０

元，全区５１３万人受益；实现高龄津贴普惠制，４８４万名８０

周岁以上老人受益。推进生态环保建设。全区节能环保支出

１４２９亿元。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

林还草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持

续推进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全区空气

质量进一步改善。

四是全力做实财政收入，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认

真落实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按照自治区党委整改

方案，迅速对２０１６年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问题展开调查核实，

确认虚增空转额占当年对外公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２６３％，据此相应调减２０１７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

标。建立做实财政收入的长效机制。印发《关于加强财政收

入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的通知》、《关于完善转移支付分配机制

促进做实财政收入的通知》等制度性文件，提出“六个严禁”，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并建立虚增

空转财政收入即多扣减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自动惩罚”机制。

坚持实事求是“挤水分”，夯实财政收入，为科学决策提供准

确依据，为财政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争取中央转

移支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是全面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全区各级都成立了规范政府债务管理、防范金融风险领导小

组，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出台进

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及配套措施，完善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制度。严控债务增量。对在建和拟建的政府投资项目

进行全面梳理，停建、缓建、“瘦身”一批项目。严格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加快融资平

台公司市场化转型，严禁各种形式变相举债。积极化解存量

债务。置换政府存量债务９１５７亿元，减轻政府利息负担３０

亿元。基本摸清政府债务底数，查清债务投资项目形成的资

产，明晰债务偿还责任，逐级制定了政府债务化解方案和台

账。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监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评估预警和

应急处置机制，制定自治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妥

善做好风险事件应急政策储备。

六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改进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

理，建立支出进度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清理常年安排、用途

固化的资金１１亿元。清理规范对下转移支付项目，项目个数

减少３０％，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

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不再作为预算安排、监督考

核的依据。落实节用裕民要求，自治区政府带头压减一般性

支出和使用效益较低的资金２４７亿元，调整用于民生支出和

重点项目支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实现自治区本级项目资

金绩效目标编制、绩效监控和部门自评全覆盖。建立全区预

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分级分类公开政府和部门预决算，方便公

众查阅和监督。扎实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争取国家将我区纳

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起正式实行

费改税。做好环境保护税开征各项准备工作，依法确定应税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税额标准。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取得

积极成效。完善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出台自治区与盟市增

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及预算管理办法。制定自治区以下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建立支持农牧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财政政策和激励机制。协同推进其他改革。圆满完成

财政厅牵头的１７项、配合的１６项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全面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开展扶贫资金、政府债务、盘

活存量等专项检查，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组织开展资产

清查，基本摸清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家底”。自治区

本级实行政府采购备案制管理，提高政府采购整体工作效能

和财政支出效率。指导自治区１４个部门制定印发了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经过一年艰苦努力的工作，自治区财政收支结构更加优

化，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财政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治理能

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财政运行和财

政工作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我区经济发展处

于结构调整期，财政增收困难，支出刚性需求大，紧平衡特征

明显，部分基层财政运行困难，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

临较大压力；财政支出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支出项目只增不

减的固化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资金使用碎片化问题亟待破

解；加强财政绩效管理十分迫切，一些地方、部门和预算单位

重分配轻管理，资金闲置浪费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的政府

债务负担较重，债务化解任务艰巨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

用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切实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８年预算草案

２０１８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将对深化改革、

促进发展形成新的强大动力，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财政持续增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国家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力度仍然较大，财政中高速增长面临较大困难。另

外，民生、改革等刚性支出资金需求较大，财政收支矛盾比较

突出，预算安排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必须综合施策、统筹安

排，确保预算平衡和财政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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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２０１８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自治

区党委十届五次全会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强财政可持

续性；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守好发展、民生、生态三条底

线；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逐步建立权责清

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自治区以下财政关系，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１７５０亿元，按可比口径增

长６％左右。综合考虑财政收入规模、中央各类转移支付、新

增地方政府债券等因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为４８５０

亿元，增长７％以上。

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安排２５３４４亿元，比上

年年初预算增加１８６６亿元（如不作特别说明，以下口径均为

与２０１７年年初预算数相比），增长７９％。其中：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４６０亿元；②中央补助收入１９８７１亿元；③盟市上

解收入７１亿元；④从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１２亿元；⑤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９亿元。按照收支平衡

的原则，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２５３４４亿元，

包括：①本级支出１０５５３亿元。剔除留用的中央提前下达专

项转移支付１８５６亿元，本级可用财力安排支出８６９７亿元，

增加６９２亿元，增长８６％，其中：本级部门支出５２４亿元，对

下专项转移支付３４５７亿元。②上解中央支出８亿元；③对

盟市、旗县税收返还 １４８８亿元；④对盟市、旗县转移支付

１３２２３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９１３４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４０８９亿元。

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安排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收入预算

实事求是，积极稳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考虑

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杜绝虚增财政收入。二是切实提

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将中央提前下达的各类转移支付全部

列入预算。三是支出预算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着力支持中央

和自治区重大发展战略和重点领域改革，特别是支持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四是注重

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效益优先，继续

压减一般性支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增强财政可

持续性，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合理确定财政支出标

准，严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按照上述原则，自治区本级在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

安排支出１１５２亿元，增长１３７％。下面，按照支出功能分类，

重点对本级可用财力８６９７亿元安排的支出情况报告如下。

———安排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５１８亿元，增长２８％，其中

本级支出４６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５８亿元。主要用于保

障党委、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依法履职；支持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继续实施草原英才支持计划；支持三少民族语言文化大

数据采集平台建设等民族和宗教事业发展；加强街道社区嘎

查村党组织建设；强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服务。

———安排公共安全和国防支出９５１亿元，增长２０５％，

其中本级支出９１９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３２亿元。主要

用于公安、司法、监狱等经费保障，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

断提升群众安全感；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障法检部门办

案业务、装备等经费。支持军队、武警部队应急处突维稳，加

强人防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安排教育支出９６２亿元，增长６５％，其中本级支出

５５７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４０５亿元。主要用于实施第

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

件，继续支持农村牧区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建设；支持普及高

中教育攻坚计划；健全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完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继续提高高校生均拨款标准，推进

“双一流”高校建设；支持民族教育、特殊教育、民办教育发

展。

———安排科技支出１６４亿元，增长４１４％，其中本级支

出１３１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３３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科技经费投入，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

术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与开发，保障自治区重大科技专

项顺利实施；完善科技创新引导支持机制，培育壮大新动能；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落实自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八项措施；支持科普宣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安排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２５４亿元，增长１４２％，

其中本级支出２３１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２３亿元。主要

用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文

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强区建设；继续实行公益性文化场馆、体育

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大力支持乌兰牧骑发展，实施文艺精

品工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物保护利用；支持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增加重大赛事奖励经费；支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

———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１１６１亿

元，增长６９％，其中本级支出６３３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

５２８亿元。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和优抚对象抚恤，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对特困

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兜底保障，落实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政

策。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支持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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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层成长计划，做好农民工、去产能分流职工、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和退役军人安置工作。进一步推进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做好

公租房保障工作，支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安排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３４６亿元，增长

４８％，其中本级支出１５４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１９２亿

元。主要用于落实政府卫生投入政策，支持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巩固破除以药养医成果，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完善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将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并相应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将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５０元提高到５５元；继续实行

城乡医疗救助和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负担；

支持实施蒙医药振兴行动计划。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

策。

———安排节能环保支出１１９亿元，增长６７３％，其中本

级支出５８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６１亿元。主要用于加

大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投入，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支持退耕还湿、沙化土地治理和修复；实

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维护。

支持老旧小区及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继续鼓励淘汰高污染、

高耗能行业落后产能；加强环保监管。

———安排资源勘探信息、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２９９亿

元，增长 ７３％，其中本级支出 １８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

１１９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信息化、智

能化改造；促进高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生物制

药、蒙中医药等产业加快发展；支持重点工业园区改造升级；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煤炭安全等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加

强土地、矿产基础性管理，加强地质矿产勘查；支持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及地质遗迹保护；保障地震群测群防和气象事业发

展。

———安排金融、商业服务业、粮油物资储备等支出１７５

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０４％，其中本级支出１１６亿元，对下专项

转移支付５９亿元。主要用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支持自治区股权交易中心发展。支持提升旅游业文化内涵，

推动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旅游业；支持现代物流、健康养老、商

贸会展等服务业加快发展。

———安排农林水支出１３２４亿元，增长２０８％，其中本级

支出２５５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１０６９亿元。主要用于扶

贫支出４３２亿元，增加１５８亿元，增长５７４％，支持发展特

色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资产收益扶贫、对口支援扶贫，实

行脱贫攻坚以奖代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绿色为导

向的农牧业补贴政策；大力支持节水型农牧业；支持盟市、旗

县开展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畜产品保护区，增强绿

色农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能力；在河套地区实施“改盐增草

（饲）兴牧”试点工程。支持“引绰济辽”等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深入推进农村牧区综合改革，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推动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支持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偏远

农牧区用电升级工程。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完善农牧业保险

保费补贴政策。

———安排城乡社区、交通运输支出 １１３６亿元，增长

２９９％，其中本级支出６３２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５０４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城乡“厕所革命”，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

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增加交通建设资金，加强重点

铁路、公路、民航机场、口岸等建设，支持农村牧区“四好”路

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安排预备费８亿元，与去年持平，主要用于处置自然

灾害、安全生产等突发事件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

支。

———安排其他支出９４亿元，增长１４７％，其中本级支出

５６５亿元，对下专项转移支付３７５亿元。主要用于对企事

业单位补助１７亿元，包括蒙东电网同网同价改革补贴１２亿

元，自治区直属国有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补助５亿元；基本建

设投资１８亿元；自治区六个重点卫生工程建设资金２５亿

元；政府债务化解激励资金２６５亿元。

———安排一般债务付息、发行费用支出２６８亿元，增长

１３５２％。主要用于支付自治区本级应承担的政府债券利息

和发行费。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为２７９９亿元，其中：全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２７３８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３０８％；中央提前下达政府性基金补助６１亿元。按照以收

定支原则，全区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安排２７９９亿元，其中：基

金预算支出２７９亿元，调出资金０９亿元。

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６０１亿元，其中：自治区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５４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１１３％，主要是车辆通行费增加较多；中央提前下达政府性基

金补助６１亿元。按照以收定支原则，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

金总支出６０１亿元，其中：自治区本级基金预算支出３７８亿

元，增长１６８％；补助盟市支出２１４亿元，增长１３％；调出

资金０９亿元，用于高速公路交警补助。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４亿元，其中：利润

收入１１亿元，股利、股息收入０２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１１

亿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安排支出２４亿元，其中：用于支

持自治区直属国有企业发展、厂办大集体改革、盐业体制改革

等支出２１亿元，调出资金０３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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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

入１３１６５亿元，其中：保险费收入 ８６０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４３４７亿元、利息收入１６１亿元、转移收入等５７亿元。全区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３６１４亿元，主要用于各项社会保险

待遇支出。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通过统筹地区历

年结余和基金调剂予以平衡（以上数据为剔除上下解后基金

当期实际收支数，下同）。

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７１３亿元，其中：保

险费收入１４７３亿元，利息收入３２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１９３

亿元，转移收入０３亿元，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上解收入１２

亿元。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２７１亿元，其中：各

项社会保险待遇支出１８１４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８８８亿元、

转移支出０８亿元。自治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当期收支缺口

使用以前年度基金结余予以弥补。

三、切实做好２０１８年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２０１８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各级财政部门要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保障

全年预算顺利执行，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一是有效防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摸清政府债务底数，明晰责任，

严格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用３到５年，力争用３年时间

将政府债务率降到合理水平。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

为，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

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加强财政约束力度，严格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在严堵违法违规举债“后门”的同时，积极向中央争取

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额度，以及增加我区在土地储备、政府

收费公路等领域专项债券规模，保障合理融资需求。自治区

安排政府债务化解激励资金，鼓励各地努力完成年度政府债

务化解任务。将政府债务管理纳入盟市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

核体系，并加大督查问责力度，从严整治举债乱象，终身问责、

倒查责任。二是防范部分地区养老保险支付风险。强化养老

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督促各地切实履行弥补基金缺口的主体

责任，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研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分级分担机制。推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险基

金，拓宽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渠道。三是积极参与金融风险防

控。支持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支持打击违法

违规金融活动，加强对地方金融业和金融资产质量的常规化

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自治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用，重点

做好地方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工作。

（二）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一是向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聚焦发力。集中资源、聚集重点，通过财政支持产业

扶贫、转移就业等，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实现脱贫；通过落

实救助供养、大病救济、生活兜底等社会保障政策，帮助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尽快脱贫。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地方

政府债券、教育、扶贫等专项资金安排适当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斜。二是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财政扶贫以帮助贫困人

口增收为核心，重点支持发展特色产业，探索扩大资产收益扶

贫，增加生态管护等公益岗位，促进贫困人口就业，提高脱贫

质量。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

务补助等方式，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推动农村低保与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三是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严格按照

规定的范围和用途，加快推进贫困旗县涉农涉牧资金实质性

整合。全面实施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切

实管好用好扶贫资金。

（三）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着力支持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在全区推进老旧小区及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试点，支持实施冬季清洁取暖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支持实

施“水十条”、“土十条”，加快水污染防治，强化土壤污染管控

和修复。加强城中村、城边村环境综合整治。二是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加

大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湖泊综合治理力度。继续实施新

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强化

湿地保护和恢复。支持浑善达克和科尔沁沙地等重点区域专

项治理。三是完善污染防治财税政策体系。依法征收环境保

护税，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水资源费改税，

促进水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规范使用 ＰＰＰ模式，加大

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的实施力度。

（四）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支持制造业优

化升级。综合运用财政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促进

制造业加快发展，推动工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落实好国家

税费改革政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二是大力培育新动能。

发挥好重点产业、大数据、军民融合等发展基金作用，吸引社

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先进制造业、高

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三是继续推

进“三去一降一补”。用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专项奖补资金，

支持退出煤炭产能，推动煤电、建材行业去产能，妥善处置

“僵尸企业”。在减税降费同时，健全收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

和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完善扶持政策体系，切实优化

公共服务供给。

（五）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整合有关专项资金，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调整优化农牧业结构，推动农牧业和农村牧区可持续

发展。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探索建立涉农涉牧资

金整合长效机制。推进“三权”分置，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推进自治区分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并进一步理

顺自治区与盟市收入划分。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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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转移支付，统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奖补资金等转移支付，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支持力度，兜住

保障基本民生的底线。三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支

持做好京蒙对口帮扶工作，深度融入京津冀协调发展。推动呼

包鄂协同发展，支持东部盟市加快发展，加快乌海及周边地区

转型发展，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

（六）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一是坚持兜底

线。坚决托住基本民生需求的底，合理引导预期，切实保障好

群众基本生活，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二是科学

建机制。制度安排要体现激励约束，合理均衡政府、单位和个

人负担，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努力实现共建共享。三是提高精

准性。针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增强财政资金和政策

的指向性，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四是注重

可持续。在经济发展可持续、财力可支撑的基础上，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合理确定财政支出标准、范围或提标幅度，不

作不切实际的承诺。

（七）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一是依法依规组织收入。支

持税务等征收部门依法依规组织收入，确保应收尽收，严禁虚

增空转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落实好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加快预算支出进度。依法按时批

复下达预算，做好转移支付提前下达工作。硬化预算执行约

束，严格执行经同级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从严控制预算调剂

事项。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及时将预算执行慢的项

目资金统筹调整用于其他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三是全面实

施绩效管理。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扩面，横向到自治区本

级各预算部门，纵向到各盟市、旗县，全面实施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规范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及

时纠正偏差。扩大绩效评价范围，做好评价结果应用，落实绩

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削减低效无效资

金。四是强化财政监督。支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完善动态

监控机制。严格执行预算公开相关规定，进一步扩大公开范

围，细化公开内容。抓好内控制度执行，推动内控建设由“立

规矩”向“见成效”转变。强化扶贫、养老、重大科技等重点资

金财政监督。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按照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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