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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区 2020 年财政决算和 2021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 年 7 月 28 日在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9 次会议上)

青山湖区财政局局长 蔡志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汇报我区 2020 年

财政收支决算情况和 2021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一、2020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区委、区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全区财政部

门着力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圆

满完成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预算任务。

我区 2020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是：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14777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2 %；上级补助收入

150665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7321 万元，调入资金

22883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10266 万元，收入合计 358906

万元。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0188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1805 万元，上解支出 1932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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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万元，支出合计 343284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5622 万

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5622 万元。决算数与区五届人大六

次会议报告的预算执行数相比，收入决算数与报告数持平，支

出决算数与报告数持平，补助收入比报告数增加 2275 万元，

上解支出比报告数减少 672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与报告

数持平，债务还本支出与报告数持平，调入资金与报告数持平，

结转下年支出比报告数增加 8995 万元。

根据市财政局对我区财政决算的批复情况，按照现行财政

体制及市对我区的统一结算办法，我们对镇（园区）2020 年

财政收支进行了结算，并正式编制了 2020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

2020 年区本级收入 308073 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715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12426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109673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7321 万元，调入资金

22883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8619 万元；2020 年区本级一般

预算支出 252784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1805 万元，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271 万元，上解支出 19320 万元，支出合计

294180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13893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

出 13893 万元。

政府性基金市级补助收入 83527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7612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51572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8736

万元，调出资金 22883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37948 万元。决

算数与区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报告数相比，补助收入比报告数增

加 1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增加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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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6144 万元，上年

滚存结余 12298 万元，收入合计 28442 万元。各项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完成 1367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为 14769 万元。决

算数与区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报告数相比，收入决算数比报告数

增加 428 万，支出决算数比报告数减少 105 万，年终滚存结

余增加 533 万元。

2020 年我区国有资本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56 万元, 国有资

本预算支出 5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为零。决算数与区五届人

大六次会议报告数持平。

2020 年全区“三公”经费 1036 万元，较去年减少 22 万

元，同比下降 2.1%。

2020 年省财政转贷我区地方政府债券 27321 万元，其中

收到新增一般债券 18400 万元，安排用于“江安学校异地重

建工程”7000 万元，“南镇学校建设项目”5500 万元，“罗

家学校建设项目”5900 万元；收到再融资债券 8921 万元，

主要用于偿还区本级项目使用的到期债券本金 3621 万元、高

新园区项目使用的到期债券本金 5300 万元。

从决算情况看，2020 年我区财政收入超额完成区五届人

大五次会议批准的预算，财政支出及时拨付，全区实现收支平

衡。

二、2021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

落实区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决议，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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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项财政工作。

上半年，全区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373440 万元（省口

径），同比下降 1.6%；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85162 万元，同比增长 15.8 %。

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57974 万元，同比增长

5.7%，其中：区本级支出 116161 万元，同比下降 6.4%;镇级

支出 41813 万元，同比增长 64.9 %，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

高新园区拨付兆驰新增封装生产项目和关建设备补贴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956 万元，同比下降 39.3%，变

化较大的原因是上年拨付拆迁支出 1.5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612 万元，同比增长 36.9%，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7400 万元，同比增长 8.8%。

从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我区财政收支主要呈现

以下特点：一是地方收入增长较快。上半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增长态势趋好，连续 5 个月保持 10%以上的增长，增幅

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6.2 个百分点，为全面完成 2021 年财政收

入任务奠定了扎实基础。二是非税收入支撑明显。今年以来，

我区加强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及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的管理和清缴，督促各单位对非税收入做到应收尽收，按地方

收入口径计算，上半年非税收入共完成 26386 万元，同比增

长 45.3%，拉动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1 个百分点。三

是优先保障“三保”支出。担起“三保”支出主体责任，坚持

“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方面的优先顺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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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利益。

回顾上半年，在完成财政预算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

作：

1．迎难而上抓征管，财政收入承压回稳

一是加强部门联动。紧盯年初人代会确定的预算目标，建

立财税经济分析共商机制，由区政府牵头，定期召集财政、发

改、投促、统计等部门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加强财税收入的

源头和过程管控。

二是加强责任落实。积极应对，采取措施，提前制定收入

组织计划，强化目标任务考核力度，进一步树立信心，增强大

局意识、担当意识和任务意识，努力实现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三是加强企业服务。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精准服务促

发展”走访等活动，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疑难杂症，助推企

业健康发展。

四是加强征管工作。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前提下，对全区

规模以上企业开展摸底调查，加强对税收“跑冒滴漏”情况的

管理，补强薄弱环节，堵塞管理漏洞。

2．主动作为兴财源，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是抓好产业扶持工作。不断优化对企服务, 做好财源培

育工作，拨付 3 亿元给予兆驰光电关键设备补贴支持，推动企

业聚焦发展、做强做大；安排招商引资推进重大项目支持资金

1 亿元，对符合条件的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进行支持奖励，

着力打造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招商引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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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抓好政策落实工作。拨付外贸出口企业发展扶持资金

等 1600 万元、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336 万元，促进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拨付 2020

年度全区重点纳税企业税收奖励金额 1280 万元，兑现政府承

诺，有效减轻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税收压力。

三是抓好企业帮扶工作。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拨付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运营补贴等各项补助

资金 735 万元，为新引进企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积极落

实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的政策，拨付 331 万元专项资金帮

助企业正常运营，确保区域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挥财政职能，

拨付 509 万元加大扶持“四上”企业力度，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四上”企业做大做强；拨付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资金

974 万元，支持企业开展研发活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

入；坚持“放大效应、风险可控”的原则，为 45 户企业发放“财

园信贷通”贷款 2.17 亿元，持续推动“财园信贷通”融资模式

常态化发展，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3．以人为本惠民生，提升社会保障能级

一是提升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问

题，做好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基层“三保”工作。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救助人群广泛、救助需求紧急、救助情况复杂等

情况，区财政先后拨付各类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1674

万元，“兜”住困难群体，“保”住基本生活；及时、足额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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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相关资金 993 万元，有效缓解城乡困难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医疗保障权益；安排 615 万元资金，加大

对残疾人、高龄老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保

障力度，缓解这些困难人群的实际生活困难；拨付各类保险资

金 13503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人每

月 11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40 元，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工作，

推动我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二是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始终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

进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上半年已拨付各类资金

10831 万元，改善我区老旧小区居住环境，解决居民生活突出

问题，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拨付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家属区电网一户一表改造工程款 2000 万元，满足小区住

户用电增长的需要，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确保该项人大“民生

票决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是提升城市环境整治力度。上半年投入街景综合整治资

金 2942 万元、市政道路维修资金 876 万元、园林绿化养护资

金 732 万元，支持城市发展和“美丽幸福青山湖”建设。

4．凝心聚力强改革，财政管理提质增效

一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结合省、市财政体制改革情况，

着手启动我区财政体制调整工作，进一步理顺区、镇两级收入

划分体系、优化财力分配格局，提升各镇、园区的竞争力。

二是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制定《青山湖区预算管理一体化

建设实施方案》，成立局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办公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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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统筹协调，层层压实责任，并由各科室业务骨干人员组成专

班，确保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顺利上线，进一步提升财政预算

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印发《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关于做好区

直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涉改单位财政财务管理工作的通知》、《青

山湖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严肃区直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期间财

经纪律的通知》等文件，稳妥有序做好区直事业单位机构改革

涉改单位财政财务管理相关工作。

三是深化政府采购改革，落实“放管服”要求，进一步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取消采购计划审批、公告审核等多项政府

采购审批审核事项，从而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明确招标机构

职责，提高采购效率。上半年全区非协议采购项目数 40 项，

采购预算 5953 万元，实际成交金额 5810 万元，节约资金 143

万元，节约率为 2.4%。

四是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改革

向纵深推进，上半年全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一步扩大，涉及

教育、城市环境、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公共安全、机关后勤

服务等诸多领域，累计项目 34 个，总金额达 8634 万元。

5．多措并举防风险，提升财政资金绩效

一是强化内控建设。成立青山湖区财政局审计委员会，强

化对审计工作的统筹协调，进一步健全内部审计工作保障机

制，保障和推进区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制定《青山湖区政府

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我区基本

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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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强化债务管理。根据《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出

台我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管理的通知》，建

立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月报制度，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管

理，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制

定隐性债务还本付息资金筹集方案，提前做好地方债务还本付

息计划，落实偿债资金来源，积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三是强化财政专户管理。从财政专户管理、岗位和人员管

理、资金收付管理、会计核算管理、印鉴和票据管理等五个方

面开展财政专户资金安全自查工作，为财政专户管理拧上“安

全阀”，防范专户资金风险；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及预算管理一

体化业务规范要求，全面开展预算单位账户信息完善工作，严

控各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开设，确保资金存放管理安全；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财政库款流入流出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及

时掌握库款规模，兜牢“三保”底线，确保财政支出资金需求，

确保不发生支付风险。

四是强化绩效管理。开展 2020 年度中央和省级对地方转

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确保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

效目标和整体绩效目标清晰、产出和效益明确，力求每一分钱

都花得有的放矢；采取单位自评、部门评价、财政评价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 2020 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进一步提高

预算资金绩效管理意识，强化绩效管理理念。

四是强化评审管理。靠前站位、规范流程，扎实开展财政

投资评审工作，上半年共完成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核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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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金额 9247 万元，审定金额 7595 万元，核减金额 1652

万元，核减率 17.9%；完成工程项目预算审核 12 项，送审金

额 47311 万元，审定金额 42495 万元，核减金额 4816 万元，

核减率 10.2%。

三、扎实做好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和管理改革工作

围绕 2021 年财政工作目标任务，下半年我们将按照年初

预定的目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

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一）夯实“稳”的基础，扎实做好收入组织工作

紧紧围绕全年财政收入目标，加强收入预测分析，深入研

判财税经济形势，合理把握组织收入的进度、力度和节奏，强

化财税收入协调工作机制，破解增收难题；主动贴近服务企业，

通过各类服务企业措施的综合施策, 稳定优质存量税源, 培育

涵养新的税源；借力全市打造数字经济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一

批优质企业入驻江西省流量经济产业园，迅速做大做强我区数

字经济产业；深入挖潜非税收入，加大清缴力度，确保财政收

入平稳健康增长，不断实现进位赶超。

（二）守住“保”的底线，全面改善群众基本民生

提高站位，将“三保”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

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预警监测，确保“三保”不出问题；加大

对民生、社会保障事业等投入，提高城乡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等支付标准，提高未参保城镇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等养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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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标准，全面提升基本民生保障水平；继续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

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规范“管”的手段，推进财政治理更加优化

依托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管理，全面提升预算编制的精准性，

加快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发挥资金效益；加快推进区对镇、园

区财税分成体制改革，做好改革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与沟通衔接

等工作，加大对镇、园区财力发展的倾斜力度，进一步提高镇、

园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全力支持区属国有平台公司

整合升级工作，抓好建章立制，规范国有平台公司的重大决策

行为,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助推全区国有平台公司做大做

强；出台《青山湖区行政事业性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

理暂行办法》，规范和加强我区行政事业性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与监督，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适时制定我区国有资产出租

管理办法，坚持市场化运作、明确资产出租控制价，促进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

（四）突出“绩”的导向，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

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有力有序完成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等上级政府和本级政府考核要求的预算绩效管理有关

工作，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出台《青山湖

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厘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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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评审机构职责，规范项目评审程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圆满完成今年各项财政工

作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定信心、拼搏奋进，促进青

山湖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汇报，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