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020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 2021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7 月 29 日在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9 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黄海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区本级
财政决算草案及 2021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关于 2020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区本级 2020 年一般公共
收入预算为 43.34 亿元，全年实际完成 42.99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1.4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0%。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1）增值税（50%）13.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6%；
（2）企业所得税（40%）3.4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3%；
（3）个人所得税（40%）1.1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2%；
（4）城市维护建设税 1.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8%；
（5）城镇土地使用税 2.6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8%；
（6）非税收入 11.5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8%。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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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区本级 2020 年一般公共
支出预算为 82.31 亿元，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
支出预算调整为 88.86 亿元，预算执行过程中，上级补助 12.27
亿元，上年结转支出 8.13 亿元，全年区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
最终为 109.26 亿元。2020 年，区本级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5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2.0%，比上年增加 13.42 亿元，增
长 15.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48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9.4%；
（2）教育支出 14.6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9.4%；
（3）科学技术支出 4.24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6.8%；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54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7.4%；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13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6.5%；
（6）住房保障支出 1.82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5.2%。
3、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2020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114.48 亿元，其中：
当年收入和转移支付形成财力 66.18 亿元，上年滚存结余 8.13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5.75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98 亿元，调入资金 32.44 亿元。2020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00.51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41 亿元，地方政
府债券还本支出 4.81 亿元，区本级滚存结余 8.75 亿元。区本级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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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预算为 20 亿元，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调整
为 35 亿元。全年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 40.16 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14.8%。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区本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20 亿元，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支出预算调整为 38.45 亿元。全年实现政府性基金支
出 23.18 亿元。
2020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总财力 66.25 亿元，其中：当年
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补助等形成财力 43.88 亿元，上年结转 6.11
亿元，调入资金 0.4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15.8 亿元。
2020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23.1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 1.59 亿元，调出资金 31.53 亿元，滚存结余 9.95 亿元。
区本级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预算为 0.3 亿元，全年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3 亿元。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预算为 0.3 亿元，全年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3 亿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区本级社保基金
收入预算为 11.63 亿元，全年实现社保基金收入 12.23 亿元，同
口径完成预算的 110.8%。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区
本级 2020 年社保基金支出预算为 11.05 亿元，全年实现社保基
金支出 11.08 亿元，同口径完成预算的 105.9%。区本级社保基
金预算当年收支结余 1.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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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01.66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48.76 亿元、专项债务 52.9 亿元。截至 2020 年底，
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96.6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5.69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50.97 亿元。
二、2021 年上半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96 亿元，完成年度
预算 57.2%，超序时 7.2 个百分点，增长 15.1%。税收收入完成
26.53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57.6%，税占比 80.5%。主要税种
完成情况：增值税 10.65 亿元、企业所得税 4.99 亿元、个人所
得税 0.98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1.45 亿元、房产税 1.46 亿元、
土地增值税 1.78 亿元、契税 2.42 亿元。
上半年，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7.21 亿元，完成预算
的 52.5%。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教育支出 8.88 亿元，占支出预
算的 55.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98 亿元，占支出预算的
48.6%；卫生健康支出 4.5 亿元，占支出预算的 50.9%；城乡社
区支出 6.77 亿元，占支出预算的 61.9%；农林水支出 5.91 亿元，
占支出预算的 50.4%。
从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看，全区财政收支运行平稳有序，
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收入形
势好于预期。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5.1%，超序时 7.2 个
百分点，超收 4.17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23.2%，超序时 7.6
个百分点，超收 3.49 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二是收入质
量进一步提升。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 10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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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增值税、所得税占全区税收收入的比重达 77.6%，主体
税种支撑作用明显。全区纳税超亿元工业企业达 3 家、超千万
元工业企业达 23 家，博汇集团入库税收已达 5.7 亿元，规模企
业贡献不断增强。三是财政支出保障有力。严格预算执行管理，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压降一般性支出，保工资、保运转、
保政策性民生支出全面落实到位。不断加大财政资金盘活统筹
使用力度，区委、区政府重点项目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得
到有力保障。
上半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但受去年同期
基数影响，预计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将呈前高后低走势，
下半年收入增幅将逐步回落；政策性民生等财政刚性支出快速
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存量债务化
解任务艰巨，政府债务管理仍需加强；国有资本运行质效仍有
待提高，国企改革任务仍然较重。
三、下半年工作打算
下半年，区财政将紧紧围绕全年财政工作目标，认真落实
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做好财政各项重点工作。
（一）高质量完成财政收入任务。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
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激励扶持政策，深入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加快项目投产达效，积极培植新的财源增长点。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国家减税降费等扶持企业发展政策措施，
强化为企服务，推进企业健康运行，厚植存量税源。扎实推进
城市更新行动，有效提升城市商业价值和投资潜力，有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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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市交易，促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确保高
质量完成全年收入目标任务。
（二）全力保障财政重点支出。牢固树立政府“过紧日子”
思想，严格预算执行管理，大力压缩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优
先保障“三保”支出。积极向上争取转移支付和政府债券资金，
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和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
集中财力支持区委、区政府“两重一实”项目建设。研究制定
2022 年预算编制办法，科学编制财政收支预算，实行零基预算，
进一步压缩运转等一般性支出，不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三）强化政府债务监督管理。深入推进全区债务监管平
台建设，严格执行平台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债务监管精
准度和实效性。加大债务化解组织推进力度，合规有效化债，
确保完成全年隐性债务化解和债务率压降目标。积极筹措资金，
加大公益性项目回购力度，支持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不断提
升资信等级。重抓高成本债务清理工作，严控债务融资成本，
确保完成全年高成本债务压降目标。加强债务风险动态监控，
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应对，严防债务风险。
（四）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整合全区旅游资源，大力
推进斗龙港旅游度假集团公司股权改革和资产资源整合，增加
文旅集团有效资产，实现优势旅游资源统一经营。加快高鑫投
资和兴城投资的整合，设立丰华投资集团公司。加快以管资本
为主的国资监管职能转变，从严落实国企权责清单业务和“三
重一大”事项管理规定。探索借“技”借“智”，积极争取上
级支持，建立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产权设置等专家库，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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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属国企高质量发展。
（五）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建设，稳步实施会计集中核算转轨改革，大力推广国库集
中支付电子化业务，不断提升财政预算管理水平。全面落实采
购人主体责任及“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
不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大重大项
目绩效评价考核力度，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进一步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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