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案

〔2022〕19 号

大城县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大城县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的议案
县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大城县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说明，提交县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附件：1.关于大城县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说明
2.大城县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大城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6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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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大城县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现就 2022 年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说明如下：
一、2022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情况
2022 年 4 月，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2 年新增政府
债务限额的通知》（冀财债〔2022〕22 号），下达我县 2022 年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190800 万元，其中，下达县本级新增政府一
般债务限额 7800 万元，用于 2021 年大城县农村公路改造工程、
气雾剂产业园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城县城区雨污分流改造
二期工程和大城县医院 PCR 实验室建设项目 4 个一般债券项；下
达县本级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183000 万元，按照“资金跟着
项目走”的原则，直接对应到我县申报并经省政府批准的专项债
券项目，包含大城县环城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大城县 2022
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项目、大城县水系连
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大城县红木文化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区、大城县农村供水水表及管网升级改造项目、创新制造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城县传染病医院建设工程项目、大城县教
育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城县白马河综合治理工程 9 个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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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项目。
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按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和《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要求，一般债券资金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专项债券资金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根据县本级新增政府债
务限额使用计划，特编制以下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调增 7800 万元
1.2021 年大城县农村公路改造工程资金 1500 万元。该项目
总投资 33396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农村公路 68 条，全长
约 118.54 公里，独立桥梁 6 座，进一步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周
围村民出行现状，同时改善大城县整体投资、交通和景观环境。
本项目属于无收益的公益性项目，2022 年第二批已下达 1400 万
元，本批次申请使用 1500 万元，共计 2900 万元。
2.气雾剂产业园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资金 3000 万元。该
项目总投资 25951.28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城区雨污管网
向西铺设至气雾剂产业园，并建 3.5 公里市政道路，完善县城规
划路网，提升大城县基础设施水平。本项目属于无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2022 年申请使用 3000 万元。
3.大城县城区雨污分流改造二期工程资金 2600 万元。该项
目总投资 7917.22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县城区合流管道
进行雨污分流改造，进一步改善城区的水环境、居住环境。本项
目属于无收益的公益性项目，2022 年申请使用 260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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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城县医院 PCR 实验室建设项目资金 700 万元。该项目总
投资 934 万元，占地面积 202.5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2.5 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PCR 实验室，包括试剂准备区、标本制
备区、扩增分析区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对地基、外部水电、污水
处理、内部装修等进行施工，并新上实验室设备 23 台/套和实验
室污水处理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建成后日检测能力可达 1.5 万
管。本项目属于无收益的公益性项目，2022 年申请使用 700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调增 183000 万元
1.大城县环城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项目资金 33000 万元。该项
目总投资 104417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通过水系工程、截
污工程、生态工程、路桥工程 4 项方案对水系循环圈进行治理，
使河段内生态环境和水质得到改善，打造一条水清岸绿的生态绿
廊。根据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和专项收入等因素，该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83000
万元，其中 2022 年申请使用 33000 万元，期限 15 年。本项目属
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
目主要收益包括河道游船经营权收入、游乐场地租金收入、摊位
租金收入、演出场地出租、垂钓园承包、小吃街承包、纪念品、
土特产品销售收入、停车费收入、广告收入、污水处理费和中水
使用费收入及土地出让收益，收入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资相平衡。
2.大城县 2022 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水源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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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2900 万元。该项目总投资 5416.14 万元，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河道清淤整治工程和新建渠系建筑物工程，合理开发和
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遏制超采区扩展，修复地下水环境，实现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项目建设运营周
期、资金需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等因素，
本项目拟申请使用政府专项债券 2900 万元，其中 2022 年申请使
用 2900 万元，期限 15 年。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目主要收益包括河道游船经营
权租赁、水上游乐场租金收入、垂钓园承包及水资源使用费收入，
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资相平
衡。
3.大城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资金 30000 万
元。该项目总投资 77326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治理 23 条
河渠及 20 处坑塘，提高河道防洪排涝，灌溉、供水能力，打造
河畅、水美、岸绿、景美的河渠水生态环境，增强广大群众的安
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根据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求、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等因素，该项目拟申请使用
专项债券资金 30000 万元，其中 2022 年申请使用 30000 万元，
期限 30 年。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
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目主要收益包括游乐场地租金收入、摊位
租金收入、垂钓园承包收入、停车位收入、广告收入、农田灌溉
收入，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

`

- 5 -

资相平衡。
4.大城县红木文化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资金 30000 万元。该
项目总投资 38000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美丽新农村，
结合我县底蕴深厚的红木文化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根据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和专项收入等因素，本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30000 万元，其中，2022 年申请使用 30000 万元，期限 15 年。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
算，本项目主要收益包括以红木家具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园
区经营权收益；农业产业集聚区的休闲旅游、采摘收入；以南赵
扶到杨家口段子牙河两侧生态观光景观带，旅游观光收入；依托
津保路沿线的南赵扶村、中赵扶村，建设以商贸、服务为核心的
现代生活功能区的商贸、服务出租收入，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资相平衡。
5.大城县农村供水水表及管网升级改造项目资金 12700 万
元。该项目总投资 28401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智慧水表改
造和管网更新工程，进一步实现农村居民节约用水，提升供水服
务效率。本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22700 万元，其中，2022
年申请使用 12700 万元，期限 15 年。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
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目主要收益包括
供水收入，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
与融资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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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新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40000 万元。该项
目总投资 345455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重点建设创新制造
产业园“九通一平”基础设施，为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筑牢承载
平台。根据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和专项收入等因素，本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276000 万元，其中，2022 年申请使用 40000 万元，期限 15 年。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
算，本项目主要收益包括入廊收入、日常运营维护收入、监控运
营维护费、污水处理费收益、再生水收益、公共停车场收益、公
交站收入、加油站收入、道路广告收益、给水收益、土地增值收
益，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资
相平衡。
7.大城县传染病医院建设工程项目资金 2400 万元。该项目
总投资 5964 万元，规划占地面积 3109.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88.22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要建设一栋综合楼。设
置床位数 60 床，购置医疗及配套设备（含电梯、CT、核酸检测
设备等），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能
力，让群众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根据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
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等因素，本项目拟申
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4700 万元，其中，2022 年申请使用 2400
万元，期限 15 年。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
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目主要收益包括医疗收入，预期能

`

- 7 -

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资相平衡。
8.大城县教育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20000 万元。该项
目总投资 77024 万元，规划占地面积 248257.56 平方米，建筑
面积 190559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一座占地约 370
亩的教育园区，进一步提高我县普通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质
量发展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效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根据
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
项收入等因素，本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60000 万元，其
中，2022 年申请使用 20000 万元，期限 30 年。本项目属于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目主要
收益包括学费收入、住宿费收入、食堂承包费收入、实训楼对外
培训场地出租费，预期能够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
现收益与融资相平衡。
9.大城县白马河综合治理工程资金 12000 万元。该项目总投
资 132174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我县白马河进行扩挖及
清淤疏浚，生态护坡修缮，改善河段内生态环境和水质。根据项
目建设运营周期、资金需求、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
收入等因素，本项目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105000 万元，其
中，2022 年申请使用 12000 万元，期限 15 年。本项目属于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经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测算，本项目主要
收益包括河道游船经营权租赁收入、游乐场租金收入、摊位租金
收入、演出场地出租、垂钓园承包、小吃街承包及纪念品、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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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文创产品的销售收入及土地增值收益，预期能够满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付费需要，实现收益与融资相平衡。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按照政府债务审查监督有关要求，另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
明：一是关于政府债务限额。本次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安排使用后，
我县政府债务总限额为 489253 万元（一般债务 164195 万元、专
项债务 325058 万元）。二是关于政府债务余额。截至本次调整
预算，我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447100.34 万元（一般债务余额
137000.34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310100 万元），均在政府债务
限额之内（债务余额比限额少，因为国家规定到期债务不能全部
借新还旧，各级每年需偿还一些存量债务，但这部分限额不能再
安排使用）。三是关于政府债务风险。按照财政部评估方法测算，
2021 年我县政府债务风险均为绿色等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
上述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提请审查批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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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城县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项目名称

调整
承担单位
金额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及名称
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项级）

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款级）

7800

2021 年大城县农村公路 大城县交通运
改造工程
输局

1500

2140104-公路建设

气雾剂产业园周边基础 大城县住房和
设施建设工程
城乡建设局

3000

2120303- 小 城 镇 基 础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设施建设

大城县城区雨污分流改 大城县住房和
造二期工程
城乡建设局

2600

2120303- 小 城 镇 基 础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设施建设

大城县医院 PCR 实验室
大城县医院
建设项目

700

2100201-综合医院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183000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大城县环城水系综合治
大城县水务局 330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理工程项目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大城县 2022 年度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农业灌溉 大城县水务局
水源置换项目

2900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大城县水系连通及农村
大城县水务局 300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水系综合整治项目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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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调整
承担单位
金额
（万元）

科目编码及名称
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项级）

支出经济分类
科目（款级）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大城县农村供水水表及
大城县水务局 127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管网升级改造项目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大城县白马河综合治理
大城县水务局 120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大城县红木文化省级乡 大城县农业农
300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村振兴示范区
村局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河北大城经济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创新制造产业园基础设
开发区管理委 400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施建设项目
员会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

大城县传染病医院建设 大城县卫生健
工程项目
康局

2400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290402- 其 他 地 方 自
大城县教育园区基础设 大城县教育和
20000 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 50402-基础设施建设
施建设项目
体育局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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