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 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 1 月 10 日在甘肃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甘肃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9 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0 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监督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加力

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攻坚克难，

奋发进取，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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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省各

级财政在减收增支因素增多、收支矛盾异常突出、预算平衡

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开源节流，优化

结构，着力保障“三保”和重点领域支出，全省财政运行总

体平稳。 

（一）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全省上下落实落细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

蓄新动能。但随着政策实施深入推进，对我省财政收入的影

响逐步加深，政策性减收超过预期，全省财政收入近年来首

次出现减收。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0.2亿元，同口径增

长 5.2%。其中：税收收入 577.6 亿元，同口径增长 5.5%；

非税收入 272.6亿元，增长 4.6%。加上中央补助、政府一般

债券收入、调入资金等，收入总量为 4220.4 亿元。 

图 1:2019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亿元，占比%） 

 

 

 

 

 



- 3 -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56.7 亿元，增长 4.9%。加上

政府债券还本、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解中央支出等，

支出总量为 4187.3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33.1

亿元。 

图 2:2019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情况（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19.2 亿元，增长 30%，主要

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余、

政府专项债券收入等，收入总量为 973.6 亿元。全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774.8 亿元，增长 40.4%，主要是发行政府收

费公路、棚户区改造等专项债券，交通运输、城乡社区等支

出增加。加上政府债券还本支出、调出资金等，支出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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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5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34.1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5 亿元，下降 26.1%。加

上上年结余、中央补助，收入总量为 10.8 亿元。全省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6.6 亿元，下降 56.5%，主要是中央政策

性补助减少。加上调出资金 2.4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总量 9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1.8 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056.5 亿元，下降 6.3%，主要

是受落实降低社保缴费费率政策的影响。全省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 1018.3亿元，增长 0.8%。当年结余 38.2亿元，年

末滚存结余 949.6 亿元。 

（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6.7 亿元，同口径增长 5.5%。

其中：税收收入 166.2 亿元，同口径增长 5.9%；非税收入

70.5亿元，增长 4.7%。加上中央补助、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调入资金、市县上解收入等，收入总量为 3481.3 亿元。省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2.1亿元，增长 0.6%。加上政府债券

还本、上解中央支出、对市县转移支付、一般债券转贷市县

等，支出总量为 3477.9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

出 3.4 亿元。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2281.8 亿元，其中：税收

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 1883.8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39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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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占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总量的

82.6%。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5 亿元，增长 0.2%。加上中

央补助、上年结余、政府专项债券收入等，收入总量 521.9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3.9 亿元，增长 34.3%，

主要是发行政府收费公路等专项债券，交通运输等支出增加。

加上政府债券还本、专项债券转贷市县支出、对市县转移支

付等，支出总量 515.2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6.7 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9 亿元，下降 35%，主要

是省属骨干企业上缴收益减少。加上上年结余、中央补助，

收入总量 4.5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4 亿元，

下降 63.4%，主要是中央政策性补助和省级收入减少，支出

相应下降。加上调出资金 0.1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总量 4.5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05.6 亿元，增长 2.2%；支

出 374.5 亿元，增长 8.1%。当年结余 31.1 亿元，年末滚存

结余 532.3亿元。 

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情况。2019 年 5 月，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当年新增政府债券限额分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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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

预算 787.1 亿元调整为 812.5 亿元，增加 25.4 亿元；省对

市县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由年初预算 1670.7 亿元调整为

1673.1 亿元，增加 2.4亿元。2019 年 11 月，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 2019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 亿元、压减支出 2.5 亿元弥

补落实减税降费形成的收支缺口,以实现年度收支预算平衡，

保障省委省政府年初确定重点支出事项落实。这样调整后，

2019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由年初的 258.8亿元调减

为 239.8 亿元，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由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 1673.1亿元调整为 1670.6亿元。

执行中随着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增加，省级支出预算变动为

842.6 亿元，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预算变动为

2281.8 亿元。 

（三）政府债务情况 

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财政部核定 2019 年全省政府

债务限额 3406.8 亿元（一般债务 1972.3 亿元，专项债务

1434.5 亿元），比上年新增 625亿元（一般债券 249.5 亿元，

专项债券 368亿元，中央转贷地方外债额度 7.5亿元）。2019

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预计为 3109.8 亿元，控制在债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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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以内，其中：省级 1063.6 亿元（一般债务 901.9 亿元，

专项债务 161.7 亿元），市县 2046.2 亿元（一般债务 978.8

亿元，专项债务 1067.4亿元）。2019年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待财政部统一核定后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19年，在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政

府债务举债限额内，全省发行政府债券 776.2 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 374.6亿元，专项债券 401.6亿元。按用途分，发

行新增债券 617.5 亿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 249.5 亿元、新

增专项债券 368亿元），其中：省级 162.7 亿元，市县 454.8

亿元；发行置换债券 59.7亿元（包括置换一般债券 26亿元、

置换专项债券 33.7 亿元），其中：省级 53.7 亿元，市县 6

亿元;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 99 亿元，全部为省级债券。债券

平均发行期限 13.5 年，其中：一般债券 14.3 年，专项债券

12.7年。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3.62%，其中：一般债券 3.63%，

专项债券 3.61%。 

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2019年全省各级财政按照偿债

计划，将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列入预算。全省偿还政府债务本

金 99.5 亿元（主要是用再融资债券偿还 99 亿元），全部为

省级到期债券；支付政府债务利息 90.9 亿元，其中：省级

32.9亿元，市县 5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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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根据各级人大批准的年度财政决算，2018 年末，全省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121.9 亿元。其中：省级为 80.2 亿

元，市县 41.7 亿元。2019 年全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2.1 亿元，其中省级动用 78 亿元，市县动用 34.1 亿元。

预计 2019年末全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总规模 89.7亿元，约

占全省总支出的 2.1%，其中省级 58.7 亿元，约占当年省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含对下转移支付）的 1.9%。全省及

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均在规定比例 5%之内。 

以上 2019 年相关数据为初步汇总数，决算后将根据实

际情况对相关数据做相应调整，届时再按程序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具体情况详见《2019 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全省及省级预算草案》。 

二、落实省人大决议和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认真贯彻《预算法》和省委办公厅《关于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实施意见》，扎实落实省

人大预算决议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持续加强预算

执行管理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和管

理水平，全力保障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一）强化政策落实和资金保障，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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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已有成果基础上，不断完善制度机制，细化实化工作

举措，加大补短板、强弱项力度，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全

力支持脱贫攻坚。认真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举措，全力以

赴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2019 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207.7亿元，其中：中央补助 108.1亿元，增长 24.8%；

省级安排 60 亿元，增长 29.9%；市县落实 39.6 亿元。省市

县投入与中央补助接近 1∶1。下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 52.3 亿元，全部由 30个深度贫困县

专项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

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制度机制，省级主管部门切块下达资金，

不戴帽子、不跟任务，彻底为贫困县整合松绑，由县级政府

自主安排使用。省级下达涉农可整合资金 277.1亿元，贫困

县实际整合使用 251.2 亿元，基本做到了“因需而整”“应

整尽整”。调整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依法合规开展回收

续贷工作。全省累计发放贷款 437.6 亿元，已回收 239.3 亿

元，余额 198.3 亿元，逾期率 0.13%，低于国务院扶贫办控

制目标。省级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8.1亿元，持续推

进全省农业保险增品扩面提标，切实发挥农业保险在防范农

业生产风险、稳定农民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省级筹集奖补

资金 3000万元，对推动“五小”产业工作成效显著的 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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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给予奖励。筹措资金 5.3亿元，支持选聘 4万多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新开发 5000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助力脱贫攻坚。实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一卡通”专项治理，筛查管理漏洞，建立长效机制，确保

财政补贴资金及时、安全、足额到人到户。强化扶贫资金动

态监控，全面推进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严格执行“两个

一律”规定，落实公示公开制度，提高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使

用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积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按照“开正

门、堵后门”的工作思路，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

算管理制度，切实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强沟通协调，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切实加快债券发行使用进度。2019年争

取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625 亿元，较上年增加 179亿元，有力

支持了我省重大项目建设。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督促市

县通过年度预算安排、压减一般性支出、处置政府资产等方

式筹措资金，落实分年度化解方案，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健全跨部门统计监测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完善风险预警处置机制，根据债务风险评估和

预警结果，督促 2018 年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 2 个市本级、

11 个县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债务风险评

估结果应用，合理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政府债务限额。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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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低于财政部核定的债务限额。初步测

算，全省政府债务率为 65.6%，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着力支

持污染防治。坚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

极筹措资金，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争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64.6 亿元，支持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统筹中央补助、省级资金 12.1 亿元，

扎实整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按时限要求完成

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整改任务，认真实施山水林田湖草项目，

稳步推进祁连山和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筹措 30.1 亿

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

提高森林覆盖率，推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支持张掖市实

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项目，提升环境监测监管能力。落

实资金 7.7亿元，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引导市县推动实施

厕所、风貌、垃圾“三大革命”，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二）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2019 年财政短收较大的

情况下，坚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保障重大民生政策落实。

全省教育、卫生等 11 类民生支出 3185.1亿元，增长 6%，占

总支出的 80.5%。省级拨付资金 20.8 亿元，支持 10 件为民

实事落实。民生支出中，教育支出 637.9 亿元，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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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支持

消除城镇“大班额”，推动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

校建设，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政策。支持深度贫困

村中小学建设教师周转宿舍 5.3万平方米，实施 543 个农村

边远地区中小学温暖工程项目，解决 149 万平方米校舍采暖

问题。发行教育专项债券 3 亿元，支持高校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1.2亿元，落实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标

政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增长 5%。

坚持低保标准与脱贫标准相衔接，农村低保一、二类对象补

助水平分别提高 8%和 9.7%；城市低保补助水平提高 8%。城

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不低于每人每年

8174 元、5226 元，并实行照料护理补助政策。落实积极的

就业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提高工伤人员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等待

遇。出台全省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政策，完善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卫生健康支出 326.7亿元，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支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落实公立

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助政策，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从年人均 55元提高到 69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贴标准由 490元提高到 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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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 2200 多万城乡参保居民。住房保障支出 157 亿元，推

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为 4.57 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采取分地区差异化补助的方式，支持完成

2.65 万户四类重点对象和新排查 1.27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

发行专项债券 175 亿元，支持实施 18.27 万户棚户区、7.9

万户老旧小区改造。安排以奖代补资金 5015 万元，支持城

市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改造。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83.8

亿元，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协调发展，支持县级融媒体中

心、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农家书屋出版物更新等文化惠农工程，推动全民健身行

动，支持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

放和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保障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支持“一会一节”、中医药产业博览

会等重大节会成功举办。 

（三）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

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

的总体决策部署，按照“1+1+10+X”政策框架体系，不断创

新思路，强化组织协调，统筹推进抓好落实。推动十大生态

产业发展。完善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方式，拓宽基金

投资、参股渠道，支持十大生态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投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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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已完成首笔投资；十大生态产业子基金中 8支基金方案

已批复，其中 5支基金已注册运营。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筹措 505亿元，支持交

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安排项目前期费

3.7 亿元，支持 157 个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重大机遇，统筹推动文化、枢纽、技术、信息、生态领

域重大项目落地；落实支持兰州新区发展政策举措，安排 20

亿元专项债券由兰州市重点用于榆中生态创新城建设，积极

支持培育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积极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省级财政累计注入资本金 40 亿元，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

系建设，实现全省所有市县政策性担保服务机构全覆盖。支

持设立纾困基金、倒贷基金。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支持

绿色项目建设。安排 4.8 亿元，引导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保

障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基层金融服务需求；支

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引

导金融资源更好发挥“支小助微”作用。扎实推进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全省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已

偿还欠款 112.6亿元，全面完成了年度清偿 50%以上的任务。

支持农业农村加快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筹措产业

发展资金 12.6 亿元，大力支持发展“牛羊菜果薯药”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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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推动戈壁生态农业、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促进特

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统筹安排 6.6亿元，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创建 2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7 个产业

兴村强镇试点，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筹措资金 53.8 亿

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耕地保护和休养生息，推

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当年科技领域

支出 29.2 亿元，增长 13.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

8.6 个百分点。健全科技投入保障机制，推动科研领域“放

管服”改革，落实科技创新奖补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和潜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落实省长人才奖及人才津贴政策，大力扶持创新创业人才队

伍。 

（四）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保障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多措并举开源节流，保障重点领域支出，支持减税降费政策

落地生根。1-11月，全省累计新增减免税费 160.8 亿元，其

中新增减税 126.1 亿元（影响地方级 65.8亿元），新增社保

费降费 34.7 亿元，全年预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180 亿元。

在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加居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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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消费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 70 万户企业和 280

万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积极争取中央支持。

根据中央政策及预算安排情况，细化分解任务，加强向上对

接沟通，主动跟进落实，争取中央支持工作成效明显。中央

下达一般公共预算各类补助资金 2680.5亿元,增加 177.6亿

元，增长 7.1%。特别是在公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资源枯

竭城市转移支付等方面给予了倾斜支持。多渠道弥补减税降

费形成的收支缺口。通过加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力度和清理盘活闲置资产等

措施，弥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形成的短收，努力保障重点领

域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坚持勤俭节约、精打细算，

从严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以及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

保障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2019年省级一般性支出

年初预算压减幅度达 7.3%。执行中，督促省级各部门进一步

严控一般性支出，严禁超范围、超标准报销费用。切实兜牢

县级“三保”底线。坚持财力下沉，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力度，增强市县特别是财政困难地区的托底能力。加强县级

“三保”支出预算审核，提出调整完善意见，优先保障“三

保”支出需求。建立工资专户管理制度，实行封闭式管理，

保证国家标准工资及时发放，支持做好县级“保工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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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坚

决杜绝无预算安排支出行为。严把预算支出关口，坚持先有

预算后有支出,严控预算追加事项,确需增加的支出通过部

门内部调剂解决。认真落实《预算法》，执行中确需调整年

初预算的，严格按程序提请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五）全面落实改革管理举措，推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取得新进展。积极应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依法理财、依法

行政，不断提升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严格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领域各级政府支

出责任和分担机制，出台教育、科技、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

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完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加强转移支付管理。完善税收管理制度，明确我省耕

地占用税具体适用税额，启动实施资源税法及水资源税试点

前期准备工作。按照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原则，明确

增值税省与市县分享比例，优化省与市县增值税留抵退税分

担机制，调动省与市县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编制管理。认

真编制中期财政规划，增强年度间政府预算的衔接与约束。

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

筹使用力度，完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体系，推动预算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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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管理。将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省级各类结转资金等

全部纳入预算盘子，并将对市县转移支付细化到具体地区和

项目，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强化采购预算、资产配置预算

编制与执行，坚持无预算不得采购、配置。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强化预算绩效源头管控，省级将预算绩效目标编制

作为部门预算编制的前置条件，实现一般公共预算项目全覆

盖。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实施

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双监控”，及时督促部

门纠正偏差。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

安排的重要依据。积极服务人大政协监督。认真落实人大预

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有关要求，制定财政部门贯彻落实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实施方案。

扎实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制度，省级和大部分市县按程序

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建立健全服务

代表委员工作机制，主动通报财政重点工作及财税改革进展

情况，听取代表委员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代表

委员意见建议，提高建议提案办理质量。 

在看到成绩和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

前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一



- 19 - 

 

些市县财政运转困难，“三保”支出压力剧增，收支平衡难

度加大。个别市县政府债务负担较重，还本付息压力大，防

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任务艰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尚不健全，

一些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绩效约束力不强，部门主体责

任意识需进一步增强。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积极采取

措施加以改进。 

三、2020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草案编制情况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为“十四五”规划良好开局打下基础的关键之年。编制

好 2020 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当前，全省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

有改变，但今年经济运行不确定因素较多，对财政收支影响

较大。从积极因素看，党中央国务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特别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给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

重大政策机遇。省委省政府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紧

密结合省情实际，谋划实施的发展十大生态产业、抢抓“五

个制高点”等规划，已成为我省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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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拉动税收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从减收增支因素看，受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等因素影响，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带

来的减收效应持续释放,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价格对财政收

入的拉动作用减小,预计财政收入增长仍将缓慢。财政支出

增长刚性强，三大攻坚战、教育、科技等领域资金需求大，

兑现“三保”政策增支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

展等保障任务重，一些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存

在困难,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 

2020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按照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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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崛起，坚决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全面落实大力提质增效的积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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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策，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苦日子思想，认真贯彻“以收定支”原则，

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坚持突出重点、有保有压；加

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根据经济形势和上述指导思想，2020 年预算编制的总体

思路是：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主动适应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财政工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依法理财，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预测，与经济社会发展新

情况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既充分考虑发展十大生态

产业、抢占“五个制高点”等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工业生产

持续回暖等有利因素，也充分考虑有效投资增长乏力、部分

企业经营困难及减税降费政策翘尾等因素对财政增收带来

的压力。支出预算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切实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

求，充分运用“零基预算”管理方式，坚持以收定支、量力

而行，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取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优先

保障“三保”和重点领域支出，确保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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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财政政策 

2020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

构调整。“提质增效”，就是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向内挖潜，不

断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在当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持续

增大、加力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在保持财政政策取向不变、

力度积极的同时，强调政策的“提质”要求和“增效”导向,

从“质”和“量”两方面发力,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推进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结构调整”,就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结构和方式,

更加突出政策重点,把钱用在刀刃上，着力支持民生建设、

基础设施补短板、绿色发展等领域。主要体现在：一是巩固

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牢牢

把握“三个确保”要求，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

持续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激发市场活力。二是通盘考虑

全年支出需求，统筹使用省级财力、中央转移支付、债券资

金、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加大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投入；

加大三本预算统筹力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规模控制在该

项基金当年收入的 30%以内，超过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的比例不低于 30%。三是更加突出以收定支,严把预算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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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和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保障重

点领域支出需求，确保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到关键处、花在

刀刃上。执行中按照能省则省的原则,把可不再安排的支出

节省下来。四是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缓解收入增长放

缓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增强困难地区和基层政府保工资、

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能力。加强“三保”支出预算审核，

督促市县把“三保”放在财政支出的优先位置。五是坚持“资

金跟着项目走”,优化债券投向结构,加快建立项目储备和前

期准备等工作机制,储备一批、发行一批、建设一批、接续

一批公益性建设项目,尽快扩大有效投资,形成对经济的有

效拉动。 

主要支出政策： 

1.脱贫攻坚方面。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按照挂

牌督战和“四个不摘”要求，继续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力度，

支持 8个未脱贫县攻坚拔寨和已脱贫县拾遗补漏、巩固拓展

等，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硬仗。持续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投入，安排资金 72 亿元，增加 12 亿元，增长 20%。加强涉

农资金整合使用，把深度贫困地区摆在更加重要位置，瞄准

薄弱环节，巩固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等成果。围绕稳定增收

目标，支持健全完善生产组织、投入保障、产销对接、风险



- 24 - 

 

防范体系，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鼓

励扶持贫困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符合各自禀赋的特

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培育“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

着力支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形成一批特色优势明显、带动

性强的主导产业。落实扶贫小额贷款和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

息政策。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贫困

县推动“五小”产业，支持发展“扶贫车间”，落实建档立

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乡村公益性岗位等促进贫困人口就业

政策，支持群众就地脱贫。加大扶贫产业投入力度，完善保

险保本垫底、入股分红保底、公益性岗位托底、低保政策兜

底的风险防范体系。支持贫困村帮扶工作队及贫困村第一书

记开展扶贫工作。用好中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跨省域调剂补助资金，支持深度贫困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2.生态环保方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健全

长效投入机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统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政府债券等资金，围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突出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和陇东陇中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保护治理两大重点，支持开展沙化退化草原巩固治理

工程，加快推进“四屏一廊”建设，实施祁连山、渭河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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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一水”等重点区域流域生态治理，坚决防止生态恶化，

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加强环境污染防治与监测监管，支持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加强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开展森

林、草原植被保护与恢复和大规模国土绿化，实施新一轮退

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项

目。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及全域无垃圾工程，支持尾菜处

理、秸秆饲料化综合利用以及耕地农作休耕试点，加强农村

面源污染治理，推进黑臭水体专项整治，推动清洁生产。加

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提升预警监测、综合治理、应急

反应能力。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市县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推动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 

3.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对接，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推

动现代丝路寒旱农业、戈壁生态农业加快发展，壮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支持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落实农业补贴政

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推动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及追溯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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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旱作农业、高效节水农业、设施农业发

展，加强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深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

作，加强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及防汛抗旱工作，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支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冷

链物流等实体经济发展。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支持

实施“三大革命”和“六大行动”，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推动宜居乡村建设。进一步提高村组干部报酬和村级组织办

公经费保障标准，将全省村干部基本报酬最低保障标准由每

人每年 2.4万元提高到 3 万元，组干部报酬最低保障标准由

每人每年 0.72 万元提高到 0.9 万元，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报酬最低保障标准由每人每年 0.4 万元提高到 0.9 万元；村

级组织办公经费最低保障标准由每村每年 4.1 万元提高到 5

万元。 

4.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相协

调，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注重保障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政策落实，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认真落实教育投入政策，

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

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持续支持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

学校建设和消除城镇“大班额”，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支持

高校科技创新、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高校改革发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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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制

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推动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支持

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村贫困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支持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落实退役安置优抚补助等政策，提高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推进“健康甘肃”建设，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适当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和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重大疾

病、重点传染病防控水平，加快电子健康卡普及推广。推进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落实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租赁补贴政

策，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支持农村危房“清零行动”，继

续实施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改造工程。支持提高文化体育服务

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财政保障机制，扶持文化

产业发展，支持乡镇、社区体育健身中心建设。支持加快旅

游业发展，改善乡村旅游环境条件，提高旅游服务能力。支

持推进“平安甘肃”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5.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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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体系，实现绿色发展崛起”的发展思路，着力落实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安排部署。继续安排绿色生态产业发

展基金政府出资，支持发展十大生态产业，推动绿色发展崛

起。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大力支持抢占“五个制高点”，

把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设立奖

励资金，激励和支持市州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持加快兰州新

区、大敦煌旅游文化圈、榆中生态创新城建设，推动老少边

穷地区协调发展，培育壮大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强政府

投资基金管理，健全融资担保体系，落实招商引资若干措施，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落实科技创新各项政策措施，支持打造用好

创新驱动平台，落实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政策，充分释

放科研机构和人员创新活力，促进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支

持创新型甘肃建设。支持实施省长人才奖和各类人才培养计

划，落实人才津贴政策。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用好地

方政府债券，谋划、梳理、储备一批符合国家规定的债券项

目，推动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航空运输和国际

货运班列运营。支持省属国有企业综合改革，推进“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推动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加强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实施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政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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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二）2020 年全省代编财政收支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880亿元左右，同口径增长

5%。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转、一般债券收入以及调入的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达到 4100

亿元以上。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532.6 亿元，加上中央提

前下达补助、专项债券收入、上年结转等,收入总计 701.2

亿元；安排当年支出 604.5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65.9

亿元，安排专项债务还本 28.4 亿元，预计结转下年 2.4 亿

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7.6 亿元，加上中央提

前下达补助、上年结转等，收入总计 9.5 亿元；安排当年支

出 4.5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3.4 亿元，预计结转下年 1.6

亿元。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1088.7 亿元，支出

1091.8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946.5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全省预算由省级预算和市县预算汇总形

成，市县预算由市县人民政府编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本报告中全省收入预计数和支出安排数均为省级财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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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三）省级预算草案编制情况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 250.1 亿元，增长 5.7%。

其中：税收收入 181.9 亿元，增长 9.5%；非税收入 68.2 亿

元，下降 3.2%。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补助、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市县上解收入等，总收入 2801.8 亿元。 

省级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01.8亿元，分本级支出、

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解中央、债券转贷市县支出

反映：本级支出 705.6亿元；省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2024.3 亿元，其中：税收返还 56.6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1823.1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144.6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 19

亿元；一般债券转贷市县 52.9亿元。 

这样安排后，省级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汇总预算

3.3 亿元，同比下降 3.9%。省级一般性支出 62.8 亿元，同

比下降 10.2%。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基本支出 178.6亿元，项目

支出 519 亿元；预备费 8 亿元，占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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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0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亿元，占比%） 

 

 

 

 

 

 

 

支出科目安排情况：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8.4 亿元；国

防及公共安全支出 69.7亿元；教育支出 78.2亿元；科学技

术支出 12.8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4亿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5.4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22.7 亿元；

节能环保支出 14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 2 亿元；农林水支出

40.3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127.6亿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支出 21.6亿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6亿元；金融支出 20.1

亿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2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 7.5

亿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2亿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2.9 亿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40.5 亿元；债务发行费用

支出 2亿元；其他支出 2.2 亿元。 

省政府确定的 10 件为民办实事事项，需省级安排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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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都做了相应安排。 

图 4：2020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亿元，占比%）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84.3 亿元，加上中央提

前下达补助、专项债券收入、上年结转等，收入总计 225.5

亿元。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和收支平衡原则，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 10 亿元，专项债券转贷市县 59.4 亿元，安排本级支出

136.2亿元，对市县转移支付 19.9 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4 亿元。按照有关政策

规定和收支平衡原则，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2亿元，安排本

级支出 2.8亿元，主要用于省属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补助、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等方面。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421.6亿元，支出 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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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504.8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规定，在省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本预算草案前，可安排下列支出：上年度结转支出；

参照上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出的本年度部门

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以及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法律

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

件处理的支出。2020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对市县转移

支付中，中央补助只包括了提前通知部分，执行中随着中央

转移支付增加将相应增加。 

（四）省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0年，省级到期一般债券 132.3亿元，根据有关规定，

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还本 131.8亿元，预算安排还本 0.5 亿

元。省级一般债券付息支出预计 40 亿元，增加 10 亿元。主

要是：2020 年以前发行债券付息支出 35亿元；预计 2020年

发行 10 年期及以上债券付息支出 5 亿元。省级专项债券付

息支出 9 亿元，增加 5.1 亿元。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部分 2020 年地方

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257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33 亿元，专

项债券 124亿元。为加快债券资金发行使用工作，我们已将

中央提前下达部分 2020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测算安排到省



- 34 - 

 

级和市州，其中：安排省级一般债券 80.1 亿元，主要用于

脱贫攻坚、引洮二期工程、城镇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综合改革、农村“厕所革命”、村庄清洁行动、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等重大项目；专项债券 64.6 亿

元，主要用于收费公路和铁路建设。这些支出项目已纳入

2020 年省级预算草案。转贷市县一般债券 52.9 亿元，专项

债券 59.4 亿元。其余限额待财政部下达后，我们将及时提

出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按程序提交省人

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四、2020年主要工作措施 

我们将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及人大决议要求，进一步完善

工作措施，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监

督管理，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 

（一）强化财政收支管理。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加

强沟通协作，堵塞征管漏洞，着力挖潜增收；充分利用非税

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平台，规范非税收缴行为，努力做到颗

粒归仓、足额入库。不断完善政策举措，优化相关流程，落

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涵养培植税源，夯实财政可持续

发展基础。积极争取中央支持。结合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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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挖掘甘肃

文化、自然、地理等资源禀赋，兼顾近期、中期、长期，加

强与中央部委衔接沟通，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重大项目，争取

更多中央政策资金支持。强化预算执行管理。综合运用提前

下达、预拨清算、加快债券发行等有效措施，加快预算执行

进度。从严控制财政资金拨付,已经列入预算的基本支出要

依据国家规定予以保障,项目支出要体现节支要求,严格按

照项目进度、合同约定和规定程序拨付,严禁超进度超合同

提前拨款，严禁采取以拨代支、虚列支出等方式抬高预算执

行进度。对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进展缓慢以及预计难以支

出的项目,一律不拨付资金。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完善国有企业资本收益征缴机制。 

（二）突出保基本促重点。严控一般性支出，从严从紧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大力清理盘活结余结转资金，在优

先保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兜底政策的基础上，集

中用于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领域支出。切实做好“三保”

工作。建立健全县级预算审核制度，切实落实“两个优先”

要求，足额安排“三保”支出预算。坚持财力下沉，逐步增

加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强困难地区和基层保

“三保”能力。完善民生支出管理机制。坚持财政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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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健全财政支出政策决策机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备

案制度，加强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国家标准“三

保”支出保障不到位的市县,不得对现有民生政策提高标准

或扩大范围。着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完善财政投入机制，

持续加大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两个底线性任务的投入力

度。统筹财政资金，着力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

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工作，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分

领域改革方案，按照中央改革节奏，积极推进其他领域划分

改革工作。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零基预算”执行，健

全支出标准体系，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安排机制，

着力打破预算支出固化格局。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在健

全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基础上，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切实将绩效关口前移，积极推

行事前绩效评估。优化绩效目标，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批

复下达，提升绩效目标的约束力。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和自评

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加大绩效公开力度，倒逼提升预

算绩效水平。加快财政信息化建设。推动财政核心业务一体

化系统建设，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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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实现各级财政部门对预算管理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

制。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有序推进资金支付与政府

采购、现金管理、决算报告等业务整合。 

（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坚

持以稳为主、稳中求降的政策取向，动态逐步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把握好防风险和促发展间的关系，积极争取中央增加

我省债券发行额度，新增债券额度适当向财政实力强、债务

风险较低的地区倾斜。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沟通衔接，健全完善债券

项目安排协调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重大项

目谋划、储备工作，推进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准备滚动接续机

制，确保债券资金发行后能及时拨付使用。加强债券资金监

管。做好债券资金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债券资金到位后能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密切关注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对进

度偏慢的地区及时督促通报，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效益。健全

跟踪问效机制。建立健全省、市、县各级政府债务风险等级

评定制度，加强常态化监控评估。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绩

效评价，对绩效评价较好的市县在分配新增债券时给予倾斜，

激励市县和项目单位增强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意识。 

（五）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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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高度重视审计、检查等反映

的问题，注重从体制机制入手抓好整改落实。积极落实人大

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有关要求，提高

预决算报告草案编制质量，全面向人大反映重大支出政策和

政策落实情况。依法依规公开预决算、政府债务等信息，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重大民生政策

落实以及重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健全监督结果与预算安

排、资金分配挂钩的奖惩机制。健全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机制，

加强财政工作情况通报和财税政策宣传，不断提高建议提案

办理质量。以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建设为依托，做好系

统对接，实现信息数据共享，推动人大对财政预算编制、执

行的全过程监督。 

各位代表：做好 2020 年全省财政发展改革工作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积极主动服务大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履职尽责，真抓实干，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

面的时代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