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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文件（7）

渭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0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1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渭南市财政局

（2021年 8月 31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

议报告 2020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0年全市及市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60,297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1.82%，下降 11.6%，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减

税降费和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

2020年，经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505,558万元，加上预算执行中上级补助收入、政府

一般债券转贷收入、调入资金等，全市支出调整预算为 5,07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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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57,69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8%，增长 3.95%。

2020年全市收支平衡情况是：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60,297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

入 3,883,967万元、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36,921万元、上年

结余 132,937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3,835万元、调入

资金 271,767万元，收入总计 5,599,724万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57,691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95,225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453万元、政府一般债

务还本支出 419,314万元等，支出总计 5,386,635万元。

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213,089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实现平衡。

（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0,221 万元（含高

新区、经开区、卤阳湖开发区，下同），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38%，

下降 1.64%。

2020年，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544,528万元，加上预算执行中上级补助收入，减去补助县市

区支出等，市级支出调整预算为 1,052,855万元。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898,96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5.38%，增长 24.77%，

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改为在市级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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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市级收支平衡情况是：

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0,221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2,944,849万元、县市区上解收入 52,500万元、政府一般债

券转贷收入 535,679 万元、上年结余 95,854 万元、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10,546 万元、调入资金 51,745 万元，收入总计

3,891,394万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98,966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9,261万元、补助县市区支出 2,345,104万元、转贷县市区政府

一般债券支出 409,552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31万元、

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61,591万元等，支出总计3,737,505万元。

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153,889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实现平衡。

2020年，市级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10,200万元，主要用于

地质灾害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控、猪肉和蔬菜储备等应急支出。

2020 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 4,950 万元，

减少 51万元，下降 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万元，减

少 104 万元，下降 99%；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4,211 万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84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3,370

万元），增加 87万元，增长 2.1%，主要是更新执法执勤车辆；

公务接待费 738万元，减少 34万元，下降 4.4%。

2020年，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余额为 11,1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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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预算安排使用的 10,546万元，加上年底补充的 3,031万元，

年末余额为 3,600万元。

（三）全市及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12,294万元，完成年

预算的 146.05%，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政府专项债

券转贷收入等 946,356万元，收入总计 1,958,650万元。全市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12,08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9.08%，

加上调出资金、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73,472万元，支出总计

1,785,558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73,092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2020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47,635 万元，完成年

预算的 64.8%，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政府专项债券

转贷收入等 810,215 万元，收入总计 1,057,850 万元。市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46,03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4.94%，

加上补助县市区支出 164,819 万元、转贷县市区政府专项债券

支出 292,500 万元、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1,764 万元、调

出资金 48,953 万元，支出总计 1,034,068 万元。收支相抵，结

余 23,782 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四）全市及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911万元，完成年

预算的 100.2%，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582万元、上年结余 3,112

万元，收入总计 15,605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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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加上调出资金 7,580万元，支出总计 11,609 万元。收支

相抵，结余 3,996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2020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89万元，完成年预

算的 100%，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582万元、上年结余 1,400万

元，收入总计 3,671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672万

元，加上补助县市区 1,288万元、调出资金 361万元，支出总计

3,321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350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五）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079,912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10.67%，加上上年结余 611,575 万元，收入总计

1,691,487 万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871,434万元，完

成预算的 92.44%。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820,053万元。

（六）转移支付安排使用情况

2020年，中省下达我市转移支付资金 2,880,561万元（不含

由省财政厅下达省管县、韩城市部分，下同）。其中：一般性

转移支付 2,487,75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392,806万元。一般性

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794,770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奖补资金 89,531万元。

市财政下达县市区转移支付资金 2,311,023万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2,055,99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255,031万元，有

效弥补了县级财力缺口，保障了基层财政平稳运行。一般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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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 654,940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制奖补资金 217,671万元。

（七）全市及市级举借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2020年，省财政厅转贷我市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不含外债

转贷）587,978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160,578万元，市级使用

66,289万元，转贷县市区 94,289万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污

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债券 427,400 万元，市级使用

135,400万元，转贷县市区 292,000万元，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

施、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棚户区改造、市政和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

2020年，省转贷我市再融资政府债券 422,441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 356,594 万元，市级使用 49,099 万元，转贷县市区

307,495 万元；专项债券 65,847 万元，市级使用 65,347 万元，

转贷县市区 500万元。再融资债券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

本金。

全市各级财政偿还政府债务本金 542,893万元，其中:偿还

一般债务 419,314万元，专项债务 123,579万元。

截至 2020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4,076,435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2,299,201 万元，专项债务 1,777,234 万元，控制在省

下达限额之内（全市总限额 4,455,23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 2,572,57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882,658 万元）。市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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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余额 1,493,49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537,744万元，专项

债务 955,747万元，也控制在市级限额之内（市级限额 1,646,348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642,87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003,473

万元）。

2020年，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认真贯彻执行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及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议，

全面落实中省市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迅速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开通防疫资金拨付和物资采购“绿色通道”，全力支持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用足

用好支持复工复产和促进经济发展各项财税政策。抓好直达资

金管理使用，加快涉企资金拨付，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多方筹

措资金，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全力支持打

好“三大攻坚战”。坚决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足额安

排“三保”预算，加强库款调度，将财力下沉基层，保障基层财

政平稳运行。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积极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情况，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

建设，财政改革不断深化。与此同时，财政运行还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我市财政收入对资源型行业的依赖性较强，收入

稳定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收入结构还需优化；县市区刚性支

出、重点支出增加较多，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压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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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些县市区短期偿债压力很大，债务风险仍不容忽视；各

级各部门绩效意识有待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力度还需加大。

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21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6月份，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12,287万元，完成

年预算的 63.55%，增长 32.45％，主要是受上年收入低基数，以

及今年煤、焦、钢等资源产品量价齐升影响。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557,45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52.12%，增长 11.87%。

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6,356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54.81%，增长 1.94%。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6,106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50.37%，增长 50.55%，主要是中省上半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较上年增加。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57,995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39.94%，下降 1.99%；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93,929万元，

完成年预算的 36.44%，下降 2.68%。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40,312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39.67%，增长 87.66%，主要是国

有土地出让收入增加较多；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3,906万

元，完成年预算的 29.78%，下降 10.9%，主要是高新区专项债

券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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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70 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36.99%；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35万元，完成年预算的

26.42%。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62,061 万元，完成预算的

52.98%；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75,489 万元，完成预算

的 48.16%。

（五）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和财政主要工作

----地方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双过半”。今年以来，全市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明显改善，为财政收入

增长奠定了较好基础。与此同时，各级财税部门坚持依法治税，

动态监测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生产经营、价格变化和纳税情况，

加大重点税源、薄弱环节征管力度，强化税收保障工作，加强

涉税信息分析比对应用，堵塞收入漏洞，促进税收收入应收尽

收，全市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双过半”

目标。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有力。一是全力支持“十项重

点工作”。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建立健全集

中财力办大事的资金保障机制，足额安排市级工业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内陆开放新高地和中心城市规建管“三四五”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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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专项资金共 5 亿元，对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

其他重点工作优先保障。从市县统筹土地出让价款 10%设立市

级工业发展基金，支持工业倍增计划；从市县统筹土地出让价

款 5%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督促及时落实项目计划，加快

资金拨付，尽早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支持推动“十项重点工作”

顺利实施。二是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优化财税营

商环境，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宣传力度，强化措施、精准施策，

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率，促进政策落实见效。三是支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完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持续

加大财政投入，市县安排 2.73亿元，整合涉农资金 8.92亿元，

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着力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一是基层“三保”有效

保障。加强县市区“三保”预算备案审核，确保“三保”支出

预算足额编制，不留缺口。用好地方财政运行监测系统，实行“定

期报告+重点关注”，加强“三保”预算执行情况和库款水平动态

监测。落实直达资金机制，及时拨付直达资金，加强库款调度，

将财力下沉基层，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二是债务化解积极

稳妥。加强政府债务动态监控，坚持债务变动常态化监测，定

期评估债务风险，夯实县市区主体责任。争取再融资债券用于

偿还部分到期政府债券本金，有效缓解全市各级偿债压力。积

极筹措偿债资金，全市上半年各项到期政府债券本息及时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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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严格落实隐性债务化解计划，压实各级债务化解责任，

隐性债务化解有序推进。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上半年，全市民生支出 213.1 亿

元，占财政支出的 83.32%，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8%，各项民生

政策较好落实。一是及时下达新冠疫情防控资金，支持疫情防

控物资储备，全力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中计提 6亿元，支持新冠疫苗购置和免费接种，确保不因资金

问题影响群众接种需求。二是管好用好就业补助资金，支持实

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重点支持大学生、退役军人和进城务

工农民工就业创业。三是及时拨付各类社会保障资金，支持城

乡低保、优抚对象、高龄老人等待遇落实，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得到较好保障。四是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

生补助等提标政策，支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等，推动医改和健康卫生工作顺利开展。五是认真落实

各类学生资助政策，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支持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财政管理改革稳步推进。一是全面启动财政管理绩效提

升三年行动，印发实施方案，梳理短板弱项，建立任务清单，

细化工作措施，从财政“服务大局能力、重点工作成效、资金

使用绩效、基础管理水平和干部综合素质”等 5 个方面推动财

政管理效能全面提升。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目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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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严格绩效目标审核，推动绩效目

标全覆盖。积极推进专项资金项目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

强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着力提高评价质量和效果。完善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办法，落实部门绩效评价主体责任，坚持问

题导向，优化评价指标，促进部门增强绩效意识，管好用好财

政资金。三是健全预算管理制度体系，按照中省改革要求，结

合工作实际，修订完善了专项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 10 多

项制度办法，为加强财政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四是深入推进

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开展

摸底调查，提出统一监管意见，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配置和监

管效率。五是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和制度落实，开展政府采购意

向公开试点和妨碍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专项清理活动，持续提高

政府采购透明度，不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六是深化“会

计实务面对面”培训，精心设置授课内容，创新培训形式，有

效提升会计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夯实会计管理基础。

（六）财政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客观分析，当前财政预算执行中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不牢固。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保

持较快增长，主要是由于全市经济恢复性增长和上年同期基数

较低。但增幅较一季度下降了 6.94个百分点，较 4月份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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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个百分点，较 5月份下降了 1.07个百分点，增幅呈现明显

回落态势，加之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资源产品市场后期走

势存在不确定性，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难度较大，预计全年

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将逐月回落，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二是收入质量有待提高。上半年，全市税收收入占地方财

政收入比重为 72.02%，较 5月份下降了 3.64个百分点，低于全

省市区平均水平 6.53个百分点，部分县市区税收占比较低，收

入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是财政支出压力较大。今年，中央财政不再安排特殊转

移支付和抗疫特别国债，同时各个领域财政支出增长刚性依然

较强，各级财政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基础上，还

要筹措债务还本付息资金，落实隐性债务化解计划，加大“十

项重点工作”支持力度，各项刚性支出、重点支出需求较多，

财政支出压力依然较大，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七）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

下半年，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

认真落实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扎实开展“高举旗帜、响

应号召、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主题活动，围绕支持“十项

重点工作”落实，不断加强财政收支管理，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

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全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做好土地出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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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工作，管好用好已设立的各类专项资金，加快资金拨付，

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十项重点工作”落

地落实。二是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减税降

费政策宣传和解读力度，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等目录清单管理，坚决杜绝涉企违规收费，持续优化财税营

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三是加强政府债

券资金监管，尽快将债券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督促有关部门

加快债券项目实施，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支持重点领域项目

建设。四是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制定印发我市过渡期脱贫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细则，持续开展脱贫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积极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涉及财政有关工

作。落实财政支农各项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工程

建设、水库移民扶持等项目实施，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五是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支持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冬季清洁取

暖改造等，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2.坚决防范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坚决兜牢“三保”底线。

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压实单位主体责任，严控“三

公”、会议、培训等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

“三保”支出。加强“三保”预算执行情况和库款水平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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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定期报告+重点关注”，强化预警提示和风险处置，及时开

展工作督导，切实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另一方面，切实防范

化解债务风险。严格落实政府举债融资负面清单，严禁违法违

规新增政府债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加强债务风险评估，

及时分析研判各县市区债务风险情况，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坚

持隐性债务变动常态化监测，多渠道筹措偿债资金，确保完成

隐性债务年度化解任务。

3.不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一是密切关注财政经济形势，

加强税源监控和分析研判，坚持依法依规征管，强化税收保障，

促进税收收入应收尽收、及时足额入库，确保超额完成全年收

入预期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筹集更多财力。二是切实加强支

出管理，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严控预算追加，进一步硬

化预算刚性约束。督促部门及时落实项目计划，加快项目实施，

尽早形成实际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直达资金分

配和支付进度，强化动态监控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直达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三是认真研究转移支付政策，有针对性地做好

各项基础工作，加强汇报对接，争取各类财力性补助资金持续

增加。紧盯中省政策动向、资金投向，市县联动、部门共动，

精心策划、包装和储备项目，力争更多更好的项目纳入中省盘

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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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民生支出清单制度，对拟出台的民生政策，加强财政

可承受能力评估，进一步增强民生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

性。二是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全力支持新冠疫苗

免费接种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突发重大传染疾

病应对处置能力。三是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职业技能提升、失

业保险基金等资金，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四是积极筹措资

金，加大财政奖补力度，扩大城区教育资源供给，支持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创建。五是落实社会保障各项提标政策，支持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做好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六是强化经费保障，

全力支持“十四运”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5.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好市级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

资金项目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加强结果反馈与整改，推动

评价结果应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二是积极做好

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承接工作，稳步推动市以下财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一步明确市县政府支出责任。

三是按照中省统一部署，提前介入、超前谋划，制定我市进一

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从加大预算收入统筹力

度、规范预算支出管理、严格预算编制等方面细化政策措施，

加强各项改革协同推进，推动预算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四是

强化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加强国有资产台账管理，加大资产盘



- 17 -

活力度，提高资产配置效率。稳步推进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

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五是健全完善政府采购

管理制度，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和代理机构管理，规范评审

和执业行为，提高采购质量。六是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大

力弘扬“勤快严实精细廉”的务实作风，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提

升年活动，通过抓早抓小、抓细抓狠的工作方式和认真干、努

力干、拼命干的工作作风，推动财政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附件：渭南市 2020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1年上半年

预算执行情况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