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夏州 2019 年财政总决算有关事项说明

一、反映口径

目前，我州 7 县 1 市中除临夏市外，其余各县均已实行

省直管县管理体制。因开发区决算单列、人大报告中单独反

映，因此在州本级公开报表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中也未反映开发区收支数据。

二、财政总决算报表有关事项说明

（一）一般公共决算

1、非税占比：由于我州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自有财力

规模相对较低，自 2006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以来，非

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在 30%以上，2019 年非税

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5%，比上年上升 4.1 个百分点。

2、收支平衡情况：

1）调入资金：2019 年全州各类调入资金共计 44341 万

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41830 万元（临夏市 33910

万元、和政县 3161 万元、康乐县 7270 万元），其他调入 2511

万元（和政县 2511 万元为财政存量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8118 万元。按照《预算法》

及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有关规定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当

年各级财政超收收入安排 948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及预算



结余结转资金安排 17170 万元。

3）全州债务还本支出 58 万元，其中：2019 年全州各级

使用当年财力安排债务还本 58 万元（州本级 6 万元、临夏

县 32 万元，永靖县 20 万元）。

4）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25757 万元中含州本级安排省直

管县专项资金 8510 万元，其中安排临夏县 671 万元、积石

山县 506 万元、永靖县 475 万元、和政县 317 万元、康乐县

403 万元、广河县 506 万元、东乡县 5632 万元。

3、年初预算：为统一编制口径，全州各级财政编制支

出预算变动及结余、结转情况表时，变动项中上年结转和专

项转移支付均按照差额填列，全辖年初预算数为汇总预算。

全州年初预算数/调整预算数为 62.2%，我州属于自身财力薄

弱地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上年末提前下达

指标编入年初预算的份额占比较低，年度执行中新下达专项

规模较大，导致部分县市年初预算到位率偏低。

（二）政府性基金决算

临夏市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3 万元，主要是当年价格调

节基金收入，无填入项，故填入其他项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2725 万元，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161 万元，

已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旅游发展基金支出剩余 24 万元，根

据甘政办发[2016]100 号文件精神,将基金专项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统筹整合用于扶贫项目支出。

临夏县“本年短收安排”为正数的问题情况说明：2019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 6400 万元，年末决算数 7792

万元，超收 1392 万元，超收部分结转下年使用，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年初预算 6000 万元，年末决算数

7424 万元，超收 1424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年

初预算 400 万元，年末决算数 368 万元，短收 32 万元。因

此本年短收安排均为超收并填为正数。情况说明：根据 20196

年和省财政厅结算情况，2019 年需向省级财政上解“2016

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65 万元，列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2 万元，农业土

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3 万元。所以在生成 13 表中‘变动

项目’的‘其他’栏以“-65”反应。

永靖县‘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债务本金’中填写负数

632 万元”的问题情况说明：2019 年，省财政厅转贷国际金

融组织到款 951 万元，根据填报要求在“本年采用其他方式

化解债务本金”栏中资金为-632 万元。

广河县其他收入负数情况为 2016 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上解 26 万元（甘财综【2018】2 号）。

（三）国有资本经营决算

全州未发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数据。

（四）其他



1、全州社保基金收支情况表中数据为手工录入，因社

保决算中部分地区存在社保基金上下补助在汇总节点抵消

的情况，总决算数据按照社保决算抵消后的数据进行填报。

工伤保险基金 2018 年滚存结余调整 3835 万元。

2、地方政府债务说明

临夏县“本年采用其他化解的债务本金”负数填列 472

万元的问题情况说明：2019 年，省财政厅转贷统筹城乡发展

基础设施设世行贷款 614 万元，从世行贷款专户资金偿还国

际金融组织贷款 142 万元，根据填报要求在“本年采用其他

方式化解债务本金”栏中资金为-472 万元。

永靖县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债务本金’中填写负数

632 万元”的问题：2019 年，省财政厅转贷国际金融组织到

款 951 万元，根据填报要求在“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债务

本金”栏中资金为-632 万元。

广河县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同比增加比率过大

说明：2018 年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未 96931 万元,2019 年

为 139163 万元，债务余额同比增加 42232 万元。

东乡县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与核对数据

不符的说明：2019 年财政部从地债系统自动核减债务 3230

万元。

3、行政机构变化情况：2019 年净减少 33 户。

1）增加 36 户



纳入部门预算 3 户（永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临夏州广

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

新增单位 14 户（临夏回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局、临夏回

族自治州机关事务管理局、临夏市科学技术局、中共临夏市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临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临夏市

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临夏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

室、临夏县科学技术局、临夏州临夏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广

河县医疗保障局、中共康乐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乡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

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因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变为行政单位，增加 29 户（临

夏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永靖分局、永靖县商务局、永靖县

医疗保障局、临夏州临夏市医疗保障局、临夏州临夏县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本级）、临夏州临夏县医疗保障局(本级）、临

夏州广河县民政局、临夏州广河县审计局临夏州广河县水务

局、临夏州广河县自然资源局、临夏州广河县卫生健康局、

临夏州广河县森林公安分局、临夏州广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自然资源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

商务局、甘肃省临夏州生态环境局康乐分局、甘肃省临夏州

康乐县应急管理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科技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医保局、

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商务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科技局、

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临夏州和政县医疗保障

局、临夏州和政县应急管理局、和政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工业和

信息化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局）。

2）减少 79 户

单位撤并减少 68 户（临夏回族自治州物价局、临夏州

工商行政管理局、永靖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临夏州临夏市人

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临夏州临夏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甘肃省

临夏州康乐县保密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宗教事务局、甘

肃省临夏州康乐县法制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老干部局。

永靖县政府法制办公室、永靖县物价局、临夏州广河县粮食

局、临夏州和政县法制局、和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临夏州

东乡族自治县老干部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物价局、中

共临夏县委老干部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物价局、临夏州

和政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临夏州广河县民族宗教局、临夏州

东乡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物价

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保密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法制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



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粮食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人民政府

法制办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保密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本级]、临夏州临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临夏州

临夏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本级）、中国共产党康乐县委员会

政策研究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

室、甘肃省临夏州中共康乐县委机要局、临夏州宗教事务局

（本级）、中共临夏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临夏州东乡族自

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临夏州广河县委台湾工作办公

室、临夏州临夏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临夏州临夏市体育局、

临夏州临夏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委农

村工作办公室、中共和政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甘肃省临夏

州康乐县委员会督查室、永靖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临

夏州积石山县宗教事务局、临夏州规划局、临夏回族自治州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食药局、永靖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夏州广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甘肃省康乐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临夏州广河县

旅游局、中国共产党东乡族自治县委员会机要局、临夏州广

河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甘肃省和政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

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甘肃省广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临夏州

临夏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夏州广河县财政监督检查



局、临夏回族自治州法制办公室、临夏州广河县委老干部局、

临夏州广河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临夏州广河县物价

局、临夏州广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临夏州广河县保密

局。

机构改革，行政单位变为事业单位减少 11 户，（中共临

夏州临夏县委党史研究室（本级）、临夏州中共广河县政策

研究室、临夏州广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东乡族

自治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夏州东乡族自治县民政局、临夏

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临夏州中共广河县档案馆、临夏州广河

县人武部、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机

关服务中心、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

县档案馆、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

4、事业机构变化情况：净减少 81 户。

1）增加 27 户

新成立单位增加 13 户，临夏中学初中部、永靖县融媒

体中心、临夏县双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乡族自治县融媒

体中心、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文物保护研究所、东

乡族自治县幸福学校、东乡族自治县中银小学、东乡族自治

县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东乡族自治县祁家学校、东乡族

自治县大塬学校、东乡族自治县苗苗幼儿园、东乡族自治县

第二幼儿园、和政县融媒体中心。



当年财务独立核算纳入部门预算范围新增加单位 3 个，

临夏回族自治州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总社、中共康乐县委机

关事务管理局、康乐县水运处。

机构改革，行政单位变为事业单位增加 11 户，（中共临

夏州临夏县委党史研究室（本级）、临夏州中共广河县政策

研究室、临夏州广河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东乡族

自治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夏州东乡族自治县民政局、临夏

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临夏州中共广河县档案馆、临夏州广河

县人武部、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机

关服务中心、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

县档案馆、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

2）减少 108 户

单位撤销合并减少 79 户，（其中：康乐县中医院变为自

收自支事业单位，财政不再拨款，人员分流到其他单位，资

产核销；其他合并 78 户为：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体改委、

临夏州临夏市粮食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老龄委、甘肃省

临夏州康乐县林业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畜牧局、甘肃省

临夏州康乐县粮食局、永靖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甘肃省

临夏州永靖县粮食局、永靖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临夏州广河

县林业局、和政县科学技术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林业局、

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粮食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体育局、



东乡族自治县老龄工作委员会、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老龄

委、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畜牧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乡镇企业管理局、临夏州临夏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临

夏州临夏县农机局(本级)、永靖县宗教事务局、永靖县林业

局、临夏州和政县物价局、临夏州和政县粮食局、临夏州东

乡族自治县移民办公室、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县旅游局、临

夏州东乡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林业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县委员会老干部局、临夏州

临夏市规划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城市投资管理局、甘肃

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体育局、临夏州临夏县规划局（本级）、

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红十字会、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金融工

作办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食品药品稽查局、临夏州临夏市人民

广播电台、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体育局、临夏州临夏市折桥

镇林业工作站、临夏州临夏市南山水保造林站、临夏州临夏

市枹罕镇林草站、临夏州临夏市城郊镇林业工作站、临夏州

临夏市南龙镇林业工作站、临夏州临夏县爱国卫生运动办公

室、康乐县中医院、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结核病防治所、临

夏州和政县林业技术推广站、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农村工作

办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甘肃

省临夏州积石山县规划局、临夏州中共广河县委农村工作办

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临夏州



临夏市城郊镇学区、临夏州临夏市畜牧兽医局、东乡族自治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国有资产管

理局、临夏州和政县商务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规划局、

永靖县规划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旅游局、临夏州旅游

局、临夏州临夏市旅游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旅游局、临

夏回族自治州信用担保中心、临夏州盛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永靖县体育局、临夏州和政县体育局。临夏州和

政县大黑沟林场、临夏州和政县苗圃、临夏州和政县南阳山

造林站、临夏州和政县马家堡林业工作区站、和政县保密局、

永靖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规划

局、临夏回族自治州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临夏州广河县体

育局、东乡族自治县畜牧兽医局、临夏州和政县旅游局。

因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变为行政单位，减少 29 户（临

夏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永靖分局、永靖县商务局、永靖县

医疗保障局、临夏州临夏市医疗保障局、临夏州临夏县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本级）、临夏州临夏县医疗保障局(本级）、临

夏州广河县民政局、临夏州广河县审计局临夏州广河县水务

局、临夏州广河县自然资源局、临夏州广河县卫生健康局、

临夏州广河县森林公安分局、临夏州广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自然资源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

商务局、甘肃省临夏州生态环境局康乐分局、甘肃省临夏州

康乐县应急管理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科技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医保局、

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商务局、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科技局、

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临夏州和政县医疗保障

局、临夏州和政县应急管理局、和政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农业农村

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工业和

信息化局、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