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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各级人大预算
决算审查监督职能，提高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实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
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结
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
算和政策拓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就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
督职能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有利于强
化政策对支出预算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使预算安排和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党
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有利于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发挥财政在
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
高支出预算编制质量和预算执行规范
化水平，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
算制度；有利于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全口
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更好发挥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二、总体要求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以宪法和预算法、监督
法等法律为依据，坚持正确监督、有效
监督，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1.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准
确把握人大监督的政治定位、法律定
位，确保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大预算审
查监督工作中得到全面落实。

2.坚持围绕和服务党和国家大
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推动支出预算和政策更好
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完善支出预算和政策，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4.坚持依法开展审查监督。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
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加强支出预算
和政策审查监督工作。坚持监督与支
持相统一，人大通过依法加强预算审查
监督，推动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5.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贯彻
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以及本级党委工作，结合人民群众普遍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审计查出的突出
问题、制约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等，加
强对相关支出预算和政策的审查监督，
建立健全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加强对
支出绩效和政策目标落实情况的监督，
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6.加强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
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
支出预算、决算和政策进行审查，实现
审查范围和内容全覆盖。加强对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和决算的审
查监督，做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
监督各环节紧密衔接、相互贯通。

三、主要内容

1.加强支出预算总量与结构审查
和监督。审查支出预算总量，重点审查
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本地年
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相关规划、中期财政规划情况；审
查支出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好发挥政府
职能作用。审查支出预算结构，重点审
查支出预算和政策体现党中央就各重
要领域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以及本级党委的工作要求情况，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加强对预算
执行中预算增减变动情况、预算支出政
策实施情况的监督，对支出预算执行进
度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2.加强重点支出与重大投资项目
审查和监督。重点审查政府建立健全
重点支出与重大投资项目决策机制情
况；合理确定重点支出与重大投资项目
范围情况；建立健全并有效使用项目库

等情况。加强重点支出与重大投资项
目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建立健全对重
点支出与重大投资项目预算的经常性
监督机制，通过听取和审议重点支出与
重大投资项目专项工作报告等形式开
展监督。加强重点支出与重大投资项
目决算审查，对重点支出决算与重大投
资项目的完成以及绩效情况进行重点
审查。支出预算和决算都要列示重大
投资项目，重大投资项目预算应当逐项
编列，并就立项依据、预算安排、绩效目
标、资金管理部门、资金使用单位等作
具体说明。

3.加强部门预算审查和监督。重
点审查部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情况；项
目库建设、项目支出预算与支出政策衔
接匹配情况；部门重大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设定、实现及评价结果运用情况；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加强部
门预算执行监督和部门决算审查。

4.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审查和监
督。重点审查转移支付与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的匹配情况；转移支付预
算按项目、分地区编列及按预算法规定
将预计数提前下达情况；转移支付对促
进实现本行政区域内财政平衡及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情况；专项转移支付的
清理整合情况；专项转移支付的整体绩
效情况。监督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和政
策实施，重点审查预算批准后在法律规
定时间内批复下达以及资金使用绩效
与政策实施效果情况等。财政等部门
应当在预算报告、预算草案和决算报
告、决算草案中，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
标、分配依据、实施效果等进行说明；进
一步提高年初转移支付预算编列到各
地的比例。

5.加强政府债务审查和监督。重
点审查监督政府债务风险管控和应急
处置机制建设情况及风险化解情况；政
府债务限额执行和纳入预算管理的情
况；政府债务规模、结构、使用和偿还情
况；政府遏制隐性债务的制度建设和管
控措施情况；政府债务公开情况。财政
部门应当细化预算、决算草案中政府债

务的内容，全面报告上年政府债务余额
的规模、结构、期限和还本付息等情况；
报告分地区的上年债务余额及限额情
况，报告专项债券发行、安排、使用等总
体情况；报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6.加强政府预算收入审查和监
督。政府预算收入编制要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
根据经济政策调整等因素科学预测。
强化对政府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监督，
推动严格依法征收，不收“过头税”，防
止财政收入虚增、空转。推动依法规范
非税收入管理。

上述主要内容中，应首先重点审查
监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以及本级党委工作要求情况。

四、综合运用各项程序和方法

1.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党对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工作的领导，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开展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中的重要
事项和重要问题要及时向本级党委请
示报告。

2.充分听取意见建议。政府预算草
案编制前，通过多种形式，认真听取人大
代表、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关于预算编
制、执行、监督和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
目、重大支出政策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3.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应当根据年度工作要点和监督
工作计划，就预算编制和执行、重点支出
预算和政策开展专题调研，提出有针对
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建议。

4.探索开展预算专题审议。县级
以上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
进行初步审查时，根据有关情况对有关
支出预算和政策开展专题审议。政府
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
询问。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结合
本委员会的专业特点和优势，对联系部
门的部门预算或领域的预算资金安排
和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根据需
要，可以引入社会中介机构为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工作提供服务。

5.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监督。预
算绩效监督要向事前延伸，强化事中跟
踪，对重点支出及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全
过程绩效跟踪。在提交人大常委会审
议半年预算执行报告时，应单独提交重
点支出和重大政府投资项目的执行情
况。审计机关依法对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开展审计，将重点支出及重大投资项
目的绩效评价报告、审计结果提交本级
人大常委会作为决算审查参考。

6.探索就重大事项或特定问题组
织调查。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可以就预算、决算中的重大事项或特
定问题组织调查。经各级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批准，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机构可以对
有关部门、有关预算单位和重大建设项
目的预算资金使用及专项资金的使用
进行调查，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积
极协助、配合。人大及其常委会就重大
事项或特定问题组织调查，应向本级党
委请示报告。

7.推动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
算决算决议。通过听取报告、开展专题
调研和组织代表视察等形式，推动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积极落实本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有关预算决算的决议。政府预
算报告、决算报告要重点报告人大及其
常委会有关预算决算决议的落实情况。

8.建立健全重大财税政策报告制
度。对于事关本级行政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财
税政策，县级以上政府在政策出台前应
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县级以上
政府财政部门制定的财政政策文件，应
当在印发后及时报送本级人大有关专
门委员会或常委会预算审查监督工作
机构。预算执行中，政府财政等部门出
台增加收入或者支出、减少收入的政策
措施，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应当及时
向本级人大常委会预算审查监督工作
机构通报有关情况，依法编制预算调整
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9.充分发挥预算联网监督重要作
用。加快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县级

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与本级政府财
政部门实现联网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
政府收入征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
资、审计、统计等部门联网。建立健全
数据共享协调工作机制，实现数据交换
和传输周期化、实时化，政府相关部门应
当按时提供财政预算、税收和非税收入、
国有资产、社会保险基金、宏观经济等方
面数据，积极支持配合做好人大预算联
网监督工作。建立健全利用预算联网监
督发现、处理问题的工作机制，监督预算
执行情况。利用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服务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专门委员会、
人大代表履行预算审查监督职责。

五、加强组织保障工作

1.加强党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
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
把握工作方向，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支持和保证人大依
法行使预算审查监督权，确保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人大常委会党组每年听取
年度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情况汇报，及时
听取预算审查过程中重要问题、重大事
项的汇报。

2.加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机
构能力建设。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加快健全与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任务相
适应的机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选好
配强专业人才。建立健全预算审查监
督工作人才与党政机关干部的交流机
制，多岗位培养干部，培养和储备人
才。有计划地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干部
队伍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进一步增
强服务保障工作质量和水平。

3.主动配合、自觉接受审查监督。
各级政府要主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积极创造条件，认真落实
改革措施，改进完善预算报告、决算报
告和预算草案、决算草案编报工作，增
强完整性、透明性和可审性。审计机关
要紧扣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
革要求，聚焦审计重点，加大对支出预
算和政策执行的审计监督力度，完善审
计工作报告机制。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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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8日）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郑政出〔2019〕38、39、40、41、
42 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
州市招标局）联合发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郑政出〔2019〕
40号（网）地块为储备用地，其他地块
均为合村并城项目用地，建设相关指

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
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
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
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商业用地采用

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年 4月 25日
至 2019年 5月 14日。申请人需办理
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
网http://www.zzsggzy.com/“办事
指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交易系统[郑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
局）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
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2019 年 5 月 15 日至
2019年 5月 29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时间为:2019 年 5 月 27 日 17
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 2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
关资料（详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
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
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需携

带相关审核资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209 房间进
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
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

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
60号）《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
（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
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
《挂牌出让须知》。

（四）郑政出〔2019〕38 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 42.913亩，郑政
出〔2019〕39 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
券A券68.407亩，郑政出〔2019〕41号
（网）地块需使用复垦券 A 券 60.882

亩，郑政出〔2019〕42号（网）地块需使
用复垦券 A券 62.796亩，竞买人不受
持有复垦券 A券数量限制参与竞拍。
待土地竞拍结束后，及时到郑州市国
土资源局挂钩办办理相关手续。

（五）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
见》要求，郑政出〔2019〕41、42号（网）
地块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具
体控制指标详见郑节装土储函〔2019〕
4、5号。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林先生 邹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

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郭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2019年4月25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40号

编号

郑政出
〔2019〕
38号（网）

郑政出
〔2019〕
39号（网）

郑政出
〔2019〕
40号（网）

郑政出
〔2019〕
41号（网）

郑政出
〔2019〕
42号（网）

土地
位置

明珠路东、
豫五路南

荆庄路东、
豫五路南

飞翔路北、
富国路西

豫二路南、
白玉路西

豫三路南、
豫兴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28608.73

45604.51

22633.5

40588.22

41863.91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
（地 下 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城镇住宅
（地 下 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仓储用地
（地 下 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城镇住宅
（地 下 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城镇住宅
（地 下 交
通服务场
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1,
＜2.5

＞1.1,
＜2.5

＞1.6,
＜2.5

＞1.0,
＜3.0

＞1.0,
＜2.0

建筑
密度(％)

＜25

＜25

＞35

＜20

＜25

建筑
高度
(米)

＜100

＜100

＜40

＜80

＜60

绿地
率(％)

＞35

＞35

20

＞30

＞30

投资
总额
(万元)

≥57895.87

≥93053.96

≥18905.96

≥87469.09

≥78470.49

起始价
（万元）

28819

45908

1908

42645

40212

熔断价
（万元）

43419

68908

/

64045

60412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57638

91816

/

85290

8042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4410

22954

954

21323

20106

出让
年限
(年)

70(地
下 50)

70(地
下 50)

50(地
下 50)

70(地
下 50)

70(地
下 50)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郑政出〔2019〕43、44、45号（网）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联合发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城中村改
造项目用地，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
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拟建项目要严

格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本次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采用《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郑政办文〔2016〕87号）规

定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商业用地采用
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
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年 4月 25日
至 2019年 5月 14日。申请人需办理
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官
网 http://www.zzsggzy.com/“ 办
事指南”窗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交易系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
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19年 5月 15日至2019
年 5月 29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9年 5月 27日 17时。网
上交易活动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竞得
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

（详见挂牌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房间进行
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
取得《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
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1209房间进行后置审核，审
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

让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
60号）《郑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
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
（郑政办文〔2016〕87号）执行。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发
改部门对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

《挂牌出让须知》。
（四）郑政出〔2019〕44 号（网）地

块需使用复垦券 A券 49.390亩，郑政
出〔2019〕45 号（网）地块需使用复垦
券 A 券 37.5592 亩，竞买人不受持有
复垦券A券数量限制参与竞拍。待土
地竞拍结束后，及时到郑州市国土资
源局挂钩办办理相关手续。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淮河西路11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林先生 邹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

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张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

市招标局）
2019年4月25日

编号

郑政出
〔2019〕
43号（网）

郑政出
〔2019〕
44号（网）

郑政出
〔2019〕
45号（网）

土地
位置

兴隆铺路
南、粮食西

路西

滨河路北、
清华园路西

石苏路北、
中央东路西

使用权
面积
（㎡）

48001.95

32926.67

31299.57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兼
容 零 售 商
业、餐饮、旅
馆、商务金
融（地下交
通 服 务 场
站）

城 镇 住 宅
（地下交通
服务场站）

城镇住宅兼
容 零 售 商
业、餐饮、旅
馆（地下交
通 服 务 场
站）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4.5

＞1.0,
＜2.0

＞1.0,
＜2.5

建筑
密度(％)

＜25

＜25

＜25

建筑
高度
(米)

＜100

＜100

＜100

绿地
率(％)

＞30

＞30

＞30

投资
总额
(万元)

≥117555.83

≥71682.77

≥73396.69

起始价
（万元）

71408

32438

33223

熔断价
（万元）

107208

48838

50023

竞地价最
高限价
（万元）

142816

64876

66446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5704

16219

16612

出让
年限
(年)

70、40
(地下
50)

70(地
下 50)

70、40
(地下
50)

开发
程度

七通
现状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