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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金湖县县级预决算信息公开
工作方案

预决算信息公开是预决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建立

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

度的基本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

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等相

关规定，进一步推进县级预决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特制

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

秘密的信息外，县级政府公开县级政府预决算，县级使用财政

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公开本部门预决算。

（二）坚持明确和落实责任。各部门单位应当依法主动

公开预决算信息，县财政局负责公开县级政府预决算，各部门

单位负责公开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决算。

（三）坚持以公开促改革。以预决算公开为抓手促进财

税体制改革和其他相关领域改革，为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打好基础。

二、工作要求



- 3 -

（一）“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公开

（1）公开主体：县财政局。

（2）公开时间：凡属主动公开的，应在该制度印发后10

个工作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门户

网站财政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预决算公开方案。

② 预决算公开工作考核文件。

③ 其他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

（二）县级政府预决算公开

1．公开 2019 年全县和县级预算执行情况以及 2020 年全

县和县级预算安排情况。

（1）公开主体：县财政局。

（2）公开时间：县人大会议批准后20日内。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门户

网站财政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预算报告。

②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预算草案。主要包括：

2019 年全县和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下简称“全口径预算”）收

支执行情况，2019 年全县举借债务情况；2020 年全县和县级

全口径预算收支安排情况，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表按功能分

类公开到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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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款级科目，县级分地区分项目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预

算安排情况，县级分地区分项目专项转移支付安排情况，县级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算安排情况等。

③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预算草案说明。主要包

括：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财政转移支付情况说明，县级一

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县级预算

绩效工作情况说明等。

2．公开2020年调整预算情况。

（1）公开主体：县财政局。

（2）公开时间：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20日内。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门户

网站财政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

（4）公开内容：县级全口径预算的收支调整情况。

3．公开2019年县级决算。

（1）公开主体：县财政局。

（2）公开时间：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20日内。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门户

网站财政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2019年县级财政决算和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

② 2019年县级财政决算草案。具体包括：2019年全口径

预算的决算情况，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功能科目），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表（经济科目），县级分地区

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决算表，县级分地区分项目专项转

移支付决算表，县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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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运行经费决算表，2019年全县和县级债务情况等。

③ 2019 年县级财政决算草案说明。主要包括：地方政府

债务情况，转移支付情况，“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县级预算绩效工作情况等方面说明。

4．公开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清单。

（1）公开主体：县财政局。

（2）公开时间：①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在人大批

准县级预算后20日内公开；②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项目目录清单，根据工作实际，动态更新。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门户

网站财政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

②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

③ 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清单。

5．公开各类财政管理制度。

（1）公开主体：县财政局。

（2）公开时间：凡属主动公开的，应在该制度印发后10

个工作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政府门户

网站财政信息公开专栏同步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预算公开管理、税收征管、非税收入收缴、政府性基

金项目、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财政收入制度。

② 本级专项支出管理、转移支付管理、政府采购等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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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制度。

③ 会计、国库、财政专户、国有资产等其他财政管理制

度。

（三）县级部门预决算公开

1．公开2020年县级部门预算。

（1）公开主体：县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在部门预算批复后20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部门概况。包括：部门主要职能、部门机构设置及预

算单位构成情况、2020年度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② 部门预算公开表。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表共12张，包

括：部门收入支出预算总表、部门收入预算总表、部门支出预

算总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功

能科目）、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经济科目）、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预算表、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预算表、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③ 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

项共14项，包括：部门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部门收入预

算情况、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预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预算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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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国

有资产占用情况、预算绩效情况等。

④ 名词解释。对本部门预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的

名词进行解释。

2．公开2019年县级部门决算。

（1）公开主体：县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在部门决算批复后20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

① 部门概况。包括：部门主要职能、部门机构设置及决

算单位构成情况、2019年度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② 部门决算表。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表共12张，包括：

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表、部门收入决算表、部门支出决算表、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功能科

目）、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经济科目）、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功能科目）、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

本支出决算表（经济科目）、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

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政府采购支出决算表。

③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项，包括：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部门收入决算情况、

部门支出决算情况、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财政拨

款支出决算情况、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决算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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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国有资产占

用情况、预算绩效情况等。

④ 名词解释。对本部门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的

名词进行解释。

3．其他注意事项。

（1）在公开“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决算信息

时，应包含以下内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并

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开

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三公”经费

决算公开要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

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

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要说

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

（2）公开套表时，空表不得删除，应在表底用文字注明

“本部门无相关收支项目”。各部门应确保公开表格中的明细

项目合计数与“合计”栏填列的数据一致。

（3）各部门在进行公开说明时，应确保文字说明中的数

据与公开表格中的数据相一致。如表格为空表或表格中数据为

“0”，对应的文字说明中金额也应填“0”。按要求需与上年

决算数（或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作对比说明的，即使发

生额为“0”，若有增减变化，也应填写增减变化原因。若无

增减变化，则应写明“与上年决算数（或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

算数）相同”。作数据对比时，若分母为零则无需说明增减比

例。

以上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要严格按照附件 1、2中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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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模板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公开。

（四）公开专项资金分配等信息（涉密项目除外）

（1）公开主体：县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根据资金分配流程及时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纳入县级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见

附件3）的专项资金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对于实行

因素法分配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分配因素、权重及分

配结果；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项目申

报指南、分配结果等；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

（五）县级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涉密项目除外）

（1）公开主体：县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按采购进程及时公开。

（3）公开方式：

①集中采购、分散采购项目，在相应政府采购网及政府门

户网站政府采购专栏公开；

②自行采购、网上商城采购项目，按要求公开。

（4）公开内容：

①集中采购、分散采购项目公开的项目信息，包括采购公

告、采购合同、采购结果等项目信息，及协议供货、定点采购

成交信息等；

②自行采购、网上商城采购项目公开采购项目信息、成交

信息及单位采购支出管理规定等。

（六）预算绩效信息公开

（1）公开主体：各相关部门应公开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2020 年度县财政重点评价项目涉及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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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应公开绩效评价结果。

（2）公开时间：部门在公开部门预算时同步公开预算绩

效目标，在12月底公开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

①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公开内容：批复的预算绩效目标

申报表中的项目基本信息、绩效目标、绩效指标与指标值等；

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开内容： 批复的预算绩效目标

申报表中的单位基本信息、中长期及年度目标、本年度预算资

金、绩效指标及指标值等。

②县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公开内容：县财政印发部门单位

的完整绩效评价报告（涉密信息除外）；部门单位绩效自评公

开内容：项目基本情况、自评组织实施情况、自评结论、存在

问题和有关建议等主要内容。

（七）资产信息公开

（1）公开主体：县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在公开部门决算时通过填报本部门决算

说明进行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

（4）公开内容：部门对其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有关情

况进行公开，包括车辆信息、设备信息等。

（八）“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公开

（1）公开主体：县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新增预算单位和对原办法进行修订的部

门，应于4月30日前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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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开内容：本部门制定的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或文件等。

三、强化公开保障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预决算公开是建立透

明预算的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预决算公开的重要意义，加强

组织领导，按照“方向明确、过程可控、结果可查、易于监督”

的原则，严格划分责任分工，积极抓好工作落实。

（二）强化监督，严肃公开纪律。预决算公开是《预算

法》等法律规定部门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要依法及时公开相

关预决算信息，按照财政部、省财政厅对预决算信息公开真实

性的要求，做到公开数字、报表数字、账簿数字三者一致。各

部门要按时报送预决算公开完成情况，县财政局将定期对预决

算公开情况进行检查监督，适时将部门预决算公开情况进行通

报，并报送县政府，切实推动预决算公开依法有序进行。

（三）加强引导，做好舆论宣传。预决算公开涉及面广、

社会关注度高。要加强对社会反映的评估和舆情引导，积极与

新闻媒体沟通，抓好正面宣传，营造良好的预决算公开氛围。

对预决算公开中涉及的重大事项，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做好

对社会公众的解释与说明工作，对预决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要积极做好舆论应对工作。

附件：1．2020 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模板

2．2019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模板

3．2020 年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

4．县级专项资金公开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