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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政议发〔2019〕14 号

中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审议批准中宁县 2019 年县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的议案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宁县 2019 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已经县人民政

府研究通过，并报县委同意，现提请县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中宁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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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 2019 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县 2019 年县本

级预算执行情况，需对县本级收支预算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

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9 年自治区分两批转贷我县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为 1096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16600 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管理；

专项债券为 93000 万元，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管理。第一批

21600 万元（一般债券 6600 万元、专项债券 15000 万元），资

金已到位；第二批额度已下达，资金尚未到位。

二、使用方案

（一）使用原则。新增一般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项目，

优先用于保障新建、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资金；专项债券，按照

使用要求，需安排具有收益的建设项目，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

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等项目。

（二）使用计划。

1.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16600 万元。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4900 万元：交通局实施的城际铁路中宁

东站站前广场进站主干道路项目 2000 万元；各相关单位实施的

民生实事项目 2000 万元、南大街改造工程 650 万元、新市南街

打通延伸工程 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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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2600 万元：住建局实施的东二环（宁安东街-南河

子）道路改造工程 600 万元，解决新建污水处理厂出行问题，新

堡镇新水路（滨河路-七星渠）道路改造工程 700 万元；自然资

源局实施的国土绿化项目 1300 万元。

扶贫 2500 万元：补充县级扶贫资金 2500 万元，主要解决脱

贫攻坚中无法用中央、自治区资金安排的扶贫项目。

水利 2900 万元：主要是水务局实施的水利建设项目（水生

植物种植以及枣园山洪沟、张裕沟、园区渣场防洪）2500 万元；

新田、跃进基础设施建设 400 万元。

乡村振兴 2100 万元：主要是用于各乡镇农村大环境整治。

教育 1600 万元：住建局实施的新建三小南北两侧福泽路、

福惠路 400 万元、教体局实施的三小迁建等学校建设县级配套以

及校园消防隐患治理 1200 万元。

2.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93000 万元。

保障性住房建设 24800 万元，主要是棚户区改造项目 15000

万元，解决 2019 年 600 套棚户区改造资金问题和按照县委、政

府决定回购中澳伟辉建设的公租房 9800 万元。

资源节约利用 39500 万元，主要是水暖公司实施的热电联产

项目 36000 万元，运营公司实施的再生资源回收交易中心项目

3500 万元。

环境保护 8000 万元，主要园区垃圾填埋场及固废处理厂

6000 万元和水暖公司脱硫除尘及煤棚封闭资金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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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展 6000 万元，主要是解决园区四条道路新建、改

造资金 6000 万元，

乡村振兴 8500 万元，主要是解决太阳梁、长山湖、渠口农

场、双井子以及老灌区农村自来水入户 5500 万元和农村危房改

造 3000 万元。

扶贫 5000 万元，主要是肉牛厂建设 5000 万元。

市政基础设施 1200 万元，主要是柳清渠两侧、创业街和金

岸 C 区南侧广场改造 1200 万元

三、调整后预算收支情况

调整后，经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县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302473 万元调整为 319073 万元，收支分

别增加 166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由 33744 万元调整为

126744 万元，收支分别增加 93000 万元。（详见附件 1）

附件：1.2019 年预算调整支出总表

2.中宁县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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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预算调整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通过的预算支出
调整项目 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的支出数 备注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247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600 319073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16600 详见附表 2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3374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3000 12674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93000 详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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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宁县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方案表
单位：万元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项目类型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项目类型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总收入 109600 万元

一般债券 16600 万元,其中：第一批 6600 万元、第二批 10000 万元 专项债券 93000 万元，其中：第一批 15000 万元，第二批 78000 万元

合计 16600 合计 93000

市政基础设

施

小计 4900

保障性住房

小计 24800

交通局
城际铁路中宁东站站前进站主

干道路项目
2000

宁安镇、石空

镇、新堡镇
2019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15000

相关单位 民生实事 2000 住建局 中澳伟辉公租房回购 9800

住建局 新市南街打通延伸工程 250

资源节约利用

小计 39500

住建局 南大街改造工程 650 水暖公司 热电联产 36000

环境保护

小计 2600 运营公司 再生资源回收交易中心 3500

住建局
新水路（滨河路-七星渠）道路

改造工程
700

环境保护

小计 8000

住建局
东二环（宁安东街-南河子）市

政道路
600 园区办 园区垃圾填埋场及固废处理厂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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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方案表
单位：万元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项目类型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项目类型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自然资源局 国土绿化项目 1300 水暖公司
水暖公司脱硫除尘、封闭煤棚项

目
2000

扶贫 扶贫办 补充县级扶贫资金 2500 工业化发展 园区办 园区道路 6000

水利

小计 2900

乡村振兴

小计 8500

水务局

水利建设项目（水生植物种植

以及枣园山洪沟、张裕沟、园

区渣场防洪）

2500 水务局
太阳梁、长山湖、渠口农场、双

井子、老灌区自来水改造
5500

水务局 跃进、新田基础设施建设 400 住建局 农村危旧房改造 3000

乡村振兴 住建局 农村环境整治 2100 扶贫 扶贫办 扶贫肉牛厂建设 5000

教育

小计 1600 市政基础设施 住建局
柳清渠、创业街和金岸 C区南侧

广场改造
1200

住建局
福泽路新建三小南侧（正大路-

中央大道）
200

住建局
福惠路新建三小北侧（正大路-

中央大道）
200

教体局

教育项目配套（三小迁建等学

校建设县级配套、消防隐患治

理）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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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