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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2 月 8 日在高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高州市财政局局长 钟荣伟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高州市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

年预算草案提请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委

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193 万元，比上年实绩增

加 2459 万元，增长 1.4%,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4%。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加上转移性收入 696431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9551 万元,调入资金 10000 万元，上年结余 33912 万元,财

政收入总计 940087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166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1238 万

元，增长 12.6%，完成调整预算的 108.6%。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加上债券还本支出 10402 万元，上解支出 14565 万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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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926634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3453 万元（省批复我

市 2020 年财政决算如有调整将作相应调整）。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完成 84329 万元，比上年实绩减少

9232 万元,同比下降 9.9%,完成调整预算的 99.5%,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6.8%。其中:增值税 2105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99.8%，增长-5.3%；企业所得税 9679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9.8%，增长 56.6%；个人所得税 2393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04.5%，增长-4.2%；资源税 1669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3.1%，增长 17.9%；城建税 6174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9.6%；房产税 315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33%，增

长-8.3%；印花税 166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7.3%，增长

2.7%；城镇土地使用税 145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61.7%，

增长-10.6%；土地增值税1753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3.5%，

增长-32.5%；车船税 298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 %，增

长 18%；耕地占用税 153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10.1%，

增长-67.9%；契税 1467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6.6%，增

长-0.1%；环保税 32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9%，增长

-7.2%；其他税收收入 33 万元。

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完成 95864 万元，比上年实绩增加

11691 万元，增长 13.9%，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1%，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53.2%。其中：专项收入 5061 万元，完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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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146.7%，增长 11.7%；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880 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33.2%，增长-74.4%；罚没收入 3340 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41.2%，增长-69%；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 8058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28.9%，增长

92%。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166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1238 万

元，增长 12.6%，完成调整预算的 108.6%。按功能分类划分：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314 万元，减支 4812 万元，增长

-10%，完成调整预算的 62.6%；公共安全支出 27539 万元，

增支 2976 万元，增长 12.1%，完成调整预算的 95%;教育支

出 273588 万元，增支 27556 万元，增长 11.2%，完成调整预

算的 122.2%；科学技术支出 1142 万元，减支 662 万元，增

长-36.7%，完成调整预算的 112.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553 万元，增支 1803 万元，增长 7.3%，完成调整预算的

1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4368 万元，增支 13465 万元，

增长 8.9%，完成调整预算的 115.5%；卫生健康支出 152925

万元，增支 9623 万元，增长 6.7%，完成调整预算的 161.5%；

节能环保支出 11533 万元，减支 2271 万元，增长-16.5%，

完成调整预算的 115.2%；城乡社区支出 19940 万元，减支

20809 万元，增长-51.1%，完成调整预算的 90.7%；农林水

支出 97082 万元，增支 33105 万元，增长 51.7%，完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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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90.4%；交通运输支出 27767 万元，增支 15736 万元，

增长 130.8%，完成调整预算的 49.7%；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857万元，增支752万元，增长68.1%，完成调整预算的93.1%；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66 万元，减支 1468 万元，增长-45.4%，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6.1%；金融支出 118 万元，增支 83 万元，

增长 237.1%，完成调整预算的 8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24122 万元，增支 20351 万元，增长 539.7%，完成调整

预算的 107.8%；住房保障支出 17711 万元，增支 5220 万元，

增长 41.8%，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99

万元，增支 194 万元，增长 9.2%，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558 万元；其他支出 967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3496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2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97132 万元，比上

年增收 12461 万元，增长 6.7%，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6%。

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57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155453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609 万元，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9500 万元。上级转移支付 39133 万元，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52000 万元，上年结余 25952 万元，收入

总计 314217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90301 万元，比上年增加 83602

万元，增长 40.4%，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9%。其中：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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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传媒支出 11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260 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65409 万元，国有土

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1570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

的支出 30 万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7650 万元，污水处

理费安排的支出 14 万元，农林水支出 277 万元，其他地方

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2000 万元，彩

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109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660 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7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29147

万元。加上债务还本支出 800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23116

万元（省批复我市 2020 年财政决算如有调整将作相应调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785 万元，为股

利股息收入，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78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主要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375 万元，国有企

业注册资本金 1410 万元。收支结余为零。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决算，其他险种由上级统筹。

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入 56250 万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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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106.5%。其中：保险费收入 8884 万元，利息收入 1275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6026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61 万元，转

移收入 4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支出 48896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2.5%，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48892

万元，转移支出 4 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7354 万元，年末滚

存结余 55494 万元。

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0079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30.2%，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68729 万元，利息收入 234 万元，转移收入 450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396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2405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34.6%；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71817 万元，转移支出 6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520 万元。本

年收支结余-232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30818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1.政府债务余额情况。截至 2020 年末，我市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226528.8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0608.8 万元，

专项债务余额 125920 万元。

2.政府债务限额情况。省初步核定我市 2020 年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249161.4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40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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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35067.07 万元。我市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控制在限额以内，符合债务管理规定。（省正式下达通

知如有调整将作相应调整）

3.政府债务风险情况。根据上级 2020 年下发的测算数

据，我市 2019 年度债务率为 17.22%，债务风险等级为绿色，

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4.新增债券使用情况。2020 年省转贷我市新增债券

66000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14000 万元，新增专项债

券 52000 万元。我市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市政建设 35000

万元，医疗卫生 12000 万元，保障性住房 10000 万元，农

林水建设 5000 万元，公路建设 4000 万元。

2020 年省转贷我市再融资债券 5551 万元，主要是用于

偿还到期还本的 2015 年、2017 年一般债券。

（六）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省下达我市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27000 万元，分

别安排用于市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200 万元，

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净化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4600 万元，

石鼓镇中心卫生院升级项目 2400 万元，市人民医院大型医

疗设备购置及长坡分院建设 4000 万元，市中医院急诊改造

及设备购置项目 1200 万元，马贵镇卫生院住院综合楼建设

项目 600 万元，市第三小学建设项目 1600 万元，抗疫相关

支出 2400 万元，有效支持了我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



8

体系建设及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七）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效果

一是落实政策抓收入，年度收入任务全面完成。面对严

峻的收入形势，市政府组织财税等部门提前研判财税收入形

势，建立收入分析协调制度，定期召开税收保障工作联席会

议和非税收入重点部门协调会，及时研究解决组织收入中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征管措施。探索车船税征管激励办法，

积极抓好房地产税收，堵塞税源流失漏洞；加快资产处置及

土地出让。深挖增收潜力，拓宽增收渠道，提高税收征管质

量和效率的同时，为“三保”支出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

二是多措并举稳“三保”，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执行预算，突出预算安排的重点，坚

持“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原则和先后顺序，分

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

格按照中央及省、市要求，一般性支出压减 10%以上，将节

余资金用于“三保”支出；加强库款余额监控，实时掌握库

款余额和库款保障水平，确保库款保障水平不低于合理区间、

能足额保障未来 1-3 个月“三保”支出需求。2020 年 “三

保”支出 68 亿元，保障了基本民生支出需求，确保了财政

供养人员工资福利的正常发放，维持了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重点民生类支出 7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5%。城乡五保低保、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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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保障、残疾人补贴按上级要求标准落实到位，各类提标政

策全部兑现。成功申请棚户区专项债券 1 亿元，用于原茂名

矿务局棚户区改造项目。统筹上级补助、国债资金及专项债

券资金 2.66 亿元，用于原市第二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市妇

幼保健院整体搬迁、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净化、市人民医院长

坡分院建设、市中医院急诊改造石鼓镇中心卫生院升级改造

及马贵镇卫生院住院综合楼建设等公共卫生建设项目。

三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容提质卓有成效。通过

积极申请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券资金全年共投入 4.69 亿

元，大力推进城区路网建设，新建永青二期、凤凰大道、金

榜西路、达礼路、健康路、桂圆西路等项目建设，大幅拉开

城市发展空间和框架；优化城市功能配置，实施金榜西路、

沿江路（竹栏街段）、潘州东路、山美易涝点、隧道口易涝

点等改造工程及城区道路黑底化（三期）工程；继续升级完

善城区公厕、垃圾压缩中转站、路灯安装等配套设施工程，

城市卫生基础设施日益完善。2020 年投入“双创”和城市扩

容提质资金 6.5 亿元。其中：道路建设资金 21838 万元，绿

化工程建设资金 5035 万元，“创卫”资金 17613 万元，亮化

工程 2286 万元。扎实推进双创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2020

年我市创建省卫生城市工作达标，高质量通过上级考核。

四是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年教育

事业支出 247888 万元，主要用于校舍建设维修、改善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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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贫困生资助、学校运转及工资性补助等。其中：“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与能力提升项目”投入资金 4419 万元；中

小学校校舍维修改造投入 2716 万元，对农村中小学教学辅

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等校舍维修改造及围墙等附属

设施维修改造和抗震加固，确保消除安全隐患；学前教育发

展投入 2904 万元，完善学前教育中心幼儿园设备设施，改

善园舍面貌；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建设投入 8659 万元；

足额拨付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普通高中生均经费、中职学

校免学费补助及特殊教育学校免费义务教育资金共 44546 万

元；落实扶贫助学政策，按时拨付困难学生（含建档立卡困

难家庭学生）生活费补助及助学金 4929 万元，补助人数达

7364 人，资助学生 17288 人次；教师福利待遇逐年提高，全

年拨付教师绩效工资 40861.33 万元，班主任津贴 1972.92

万元，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14504 万

元，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困难生活补助 4036.49 万元。

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全力保障教育事业发展资金需要。

五是综合施策助“三农”，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为

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全年农、林、水投入

资金 97082 万元，比上年增长 51.7%，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10.8%，。其中：投入 17842 万元，支持农村公路建设、

扶贫发展专项等，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投

入 1686 万元，扶持贫困地区开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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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扶持积极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

贫以及贫困户小额贷款贴息等项目；落实农机购机补助 1040

万元；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4982.9

万元，基本农田保护任务70.188万亩，发放补偿资金2105.66

万元，惠及全市农民。拨付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补助共计

3670.8 万，全年发放全市 18 个镇 61181 人的生活补助。

六是强化管理促规范，依法理财水平达到新高度。深入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绩效管理意识，健全绩效

管理机制。将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编审融合，推动建立以绩

效目标为先导的预算编制模式；建立绩效目标审核机制，确

保预算项目绩效指标的完整性、准确性；预算绩效信息系统

和直达资金系统有机结合。2020 年度，纳入直达资金系统项

目共 23 个，资金总额达到 72198 万元。2020 年我市县级财

政管理绩效全省排名第 6，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取得较好成绩。

政府采购和项目决算审查更加严格，2020 年，政府采购预算

金额 76444.2051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达 75387.0184 万元，

节约资金 1057.1867 万元，资金节约率 1.4％。稳步推进项

目决算审核工作，全年审查项目3468个，节约财政资金58194

万元，综合核减率为 9%。预决算公开范围基本实现全覆盖，

严格按照规定的公开范围及内容，将一级预算部门在高州市

统一平台上集中公开本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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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范围全覆盖。认真完成审计整改各项工作，针对提出的

审计意见、反映的问题逐条抓好整改，细化整改措施，进一

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整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八）2020 年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回顾一年来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

困难和问题：一是受各种减收因素影响，收入增长后劲不足，

收入质量有待提高;二是财政收入增速趋缓，刚性支出持续

增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三是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逐年

增大。四是预算执行约束力不够，部门项目支出进度较慢，

财政支出绩效有待提升;五是预算支出完成进度不均衡，财

政支出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等。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

找准症结，综合施策，切实加以改进解决。

二、2021 年预算草案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也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

今年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我市财政工作将紧紧围绕党

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局，抓重点、聚焦点、破难题、解痛

点，科学研判财政形势，合理编制财政预算，系统谋划财政

工作，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2021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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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委重大战略工作布局，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为实施“十四五”

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提供财力保障，促进经济继续平稳恢复，更好助力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1 年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一是量入为出，确保总体

平衡。认清收入形势，立足财力可能，分清轻重缓急，支出

量力而为。二是牢固树立真正“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勤

俭节约，积极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中长期影响。要量入为出，

进一步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三是优

先三保，突出重点。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

顺序，保障涉及上级考核、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支出事项，

其他根据财力适当安排，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四是明晰事权，

落实支出责任。继续深化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进一

步厘清财政资金安排使用各部门职责权限。五是加强预算管

理，统筹财政资源。继续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上级补助、债券资金、存量资金

统筹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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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收入方面，2021 年财政收入压力仍然较大，一是受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大环境短期内难以向好，虽然中国

在很短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但是全球疫情未控制好，国

内出现疫情反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二是 2021

年中央继续实施减税降费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市收入影响还

在持续加大。三是去年中央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国债等

直达资金，是短期措施，2021 年或会退出，相应上级转移支

付收入会减少。四是我市骨干税源少，收入来源窄，财政收

入既要保持适度增长，又要调整结构，税收收入压力非常大，

再加上拆旧复垦指标交易收益大幅度减少，收入增长可持续

性不足。今年的财政收入要考虑几个因素：1.收入不低于上

年规模，维持本级财力支撑。2.尽量减轻企业压力，收入保

持低增长。3.收入增长率与周边地区相近。4.要逐步调整收

入结构，改善收入质量。

财政支出方面，2021 年，全球疫情的威胁仍然存在，疫

情防控资金仍然需要加以保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需要持

续的财政资金投入。总体上看，2021 年财政支出压力仍然较

大，特别是疫情防控、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

任务、实施减税降费、刺激经济发展等需要财力支撑。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总额约 47011 万元，主要是：一是

人员刚性支出预计需要增加 35441 万元，其中：落实职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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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制度工资（含补发），比原来增支 3000 万元；涉改单位人

员增支 1500 万元；因茂名市社平工资提高，医保缴费需增

加 275 万元；公务交通补贴按职级发放增支 316 万元；奖励

性绩效增支 15000 万元；2021 年需补以前年度做实职业年金

增加安排 12500 万元。二是上级政策提标增支 3770 万元，

包括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等。三是上级文件要求本级落实的支出或

本级出台支出政策：如超龄村（社区）书记（主任）转任补

助 500 万元，四是重点支出需求增加 7300 万元，包括一般

债务还本付息、党政机关电子公文系统安全可靠应用全面替

代项目、高州市乡村资源数据库建设资金、全市综治视联网

建设经费等。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结合我市实际，今年我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计 185599 万元，比上年实绩增收 5406 万元，增

长 3%，其中:税收收入 91917 万元，增收 7588 万元，增长

9%；非税收入 93682 万元，减收 2182 万元，下降 2.28%。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 659977 万元。

（1）重点领域及保民生支出安排 226864 万元。

农林水支出。政策性农业（种植）保险县级保费补贴县

级配套经费 600 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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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费 1630 万元，高州市乡村资源数据库建设资金 500 万

元，2021 年绿美南粤三年行动工作经费 500 万元，高州市河

长制工作经费 1000 万元。

教育支出。城乡义务教育中学公用经费地方配套资金

3038 万元，学前教育生均拨款经费 2029 万元，原民办代课

教师困难生活补助 3000 万元，公办普通高中生均拨款经费

1868 万元，中职及残疾学生免学费地方配套资金 837 万元，

城乡义务教育小学公用经费地方配套资金 4006 万元，义务

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地方配套资金 693 万元，农村中小

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项目 1092 万元，班主任补助资金

2200 万元，全市教师培训费 2768 万元。

卫生健康与社会保障支出。计划生育三奖一扶经费 598

万元，边远地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 847 万元，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县级配套资金 1186 万元，严重精神病

障碍患者监护及管理补助 766 万元，退役士兵安置费 1585

万元，义务兵优待金 1227 万元，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2590 万

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9744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 4273 万元，财政对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2137 万元，职业年金实

账积累 20500 万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农村低保金）

2538 万元，特困人员供养（五保资金）2030 万元，残疾人

两项补贴 1300 万元，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用 1000 万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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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老人生活津贴 1730 万元，抚恤金和遗属补助 2300 万元。

城市管理及环境保护支出。高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行政村（社区）保洁队伍县级奖补资金 896 万元，清扫保洁

市场化承包款 4329 万元。

其他重点项目支出。正常离任村（居）干部生活补助 2114

万元，扶持建筑业发展基金 2000 万元，村（居）两委干部

补贴 1120 万元，候任村（社区）干部补贴 993 万元，党政

机关电子公文系统安全可靠应用全面替代项目 2000 万元，

超龄村（社区）书记（主任）转任补助经费 500 万元，综治

视联网系统建设经费 983 万元，社会治安视频监控（二期）

项目 983 万元，智能执法办案中心建设 500 万元，扶持企业

发展 1000 万元，2021 外贸进出口事后奖补专项资金 1500 万

元，粮油储备费 2341 万元，企业贷款担保金 2000，全市单

位土地确权办证经费 1500 万元。

债务还本付息 15000 万元；预备费 10000 万元。

（2）工资福利补贴类支出安排 369006 万元，主要是：

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97532 万元，社保缴费支出 43554 万元，

职业年金缴费 14379 万元，公务交通补贴 1991 万元，住房

公积金 11600 万元，在职人员住房改革补贴 25363 万元，未

休年假补助 2263 万元，预留绩效奖励 60000 万元，事业单

位人员绩效工资 8200 万元，增人调资 1695 万元等。

（3）保运转支出安排 64107 万元，主要是：申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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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资金专项工作经费 200 万元，税务部门征管工作经费

7200 万元，镇级按一般镇 100 万元、中心镇 120 万元、合并

镇 140 万元安排 3000 万元镇级基本财力保障经费，镇（街

道）考核奖励 4000 万元，村（居）办公经费按 10 万元/村

（居）/年安排经费 4880 万元，社保扩面各镇（街道）经费

及奖励 1500 万元，社会保险征管工作经费 380 万元，村（社

区）党建综合考核奖励经费和镇级基层党建考核经费 2500

万元，派出所考核奖励经费 500 万元，派出所服务包干经费

3469 万元，全市公路建设工程管理费 500 万元，预留征地拆

迁工作经费 3000 万元，资产处置办证费用 500 万元日常公

用支出 3730 万元，非税收入安排支出 11237 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5599 万元，加上上级提前下达固

定性补助及专项补助 46832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000 万元，上年结余 13453 万元，总收入预计 677374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9977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14565 万元，

总支出 674542 万元。收支结余 2832 万元，收支平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56445 万元，其中土地出

让收入 250000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445 万元，城市基础

配套费收入 6000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23116 万元，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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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56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

安排支出 277916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645 万元。超过 1000

万元的主要项目有：

高州市永青大道（站前路至高水路段）建设工程 10000

万元，永青大道建设工程一期（第一标段）2380 万元，省道

S388 线高州云潭至义山段改建工程 1000 万元，高州市“十

三五”迎国评国省道干线公路功能性修复、预防性养护、病

害处治专项工程 1800 万元，县道 X614 线高州至荷塘段改建

工程 1150 万元，S283 线石板至仙坑段改建工程 1000 万元，

省道 280 线长坡至曹江段一级公路和省道 113 线高州宝光大

桥改建工程 2000 万元，长坡县域副中心建设资金 2000 万元，

圩街建设 20000 万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奖补资

金 2000 万元，高州市笔架山学砚湖公园二期工程建设 2000

万元，对曹江河、泗水河、鸡公河、谢鸡河四条河流进行清

淤 2000 万元，高州市通川大道工程(含通川大桥)4000 万元，

市运动场综合改造利用项目建设资金 3864 万元，浮山岭微

改造项目建设资金 2000 万元，石鼓镇黑坭山小学（石鼓三

小）扩建项目 1000 万元，高州市第三中学综合楼项目 1000

万元，高州市山美街道山美中心学校扩项目 2000 万元，高

州市第二小学扩建工程项目 2000 万元，高州市第三小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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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2000 万元，高州市公安局警务技能训练基地 2000 万

元，高州市工业园建设工程 10000 万元，潘州大道新建工程

前期经费 2000 万元，四好农村路建设攻坚项目补助 1000 万

元，高州市村庄规划 2000 万元，征地和拆迁 50000 万元，

茂名市高州市南塘镇丰垌村、大石垌村和大坡镇双桥村垦造

水田项目 9000 万元，茂名市高州市垦造水田项目 6500 万元，

高州市“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 2000 万元，

高州市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年）1121 万元，白沙河综

合治理 4000 万元，村级污水处理项目资金 7000 万元，高州

市库区六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 10035 万元，

高州市镇级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项目 4900 万元，城乡清洁

工程 4800 万元，“创文”、“创卫”整治项目 1320 万元，城

区道路黑底化（四期）工程 3000 万元，城区市政设施零星

项目 2000 万元，高州市冼太文化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3000

万元，冼太大道（石仔岭转盘至红荔桥段）辅道及人行道升

级改造工程 3000 万元，东方大道（城东转盘至高洲大酒店）

人行道整治工程1000万元，“高凉里”特色经济街区建设1500

万元，宝塔路市政工程 1000 万元，蓝光东西两侧市政路网

配套工程1000万元，王老吉周边路网市政配套建设工程2000

万元，高凉路改造（茂名大道-永青大道路口）3000 万元，

光明路改造工程 2000 万元，高州市城东工业园建业路建设

工程 3040 万元，高州市鉴西支渠北江段改造工程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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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市金银河自来水厂扩容提质工程 2000 万元，广东省中

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高州市）1090 万元，高州市磨刀

陂河改造工程 2000 万元，高州市金榜西路、达礼路建设工

程 1500 万元，高州市荔晶新路工程、荔晶新城街坊路工程

1000 万元，高州市绿能环保发电(金坑)飞灰填埋场项目(一

期)3379 万元，高州市宝多路建设工程 2700 万元，高州市站

前路（石古垌段）接驳工程 1000 万元，高州市城区黑底化

改造（三期）工程 2000 万元，“四好农村路”示范项目工程

2000 万元，预留市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10000 万元。

体彩基金收入安排支出 145 万元。包括：离退休干部运

动会 9 万元，老年人体协工作经费 6 万元，群众体育比赛 20

万，备战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20 万元，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

指导站费用 10 万元，“市长杯”足球赛 40 万元，茂名市青

少年项目锦标赛 20 万元，中小学生运动会经费 20 万元。

福彩基金收入安排支出 300 万元。包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麻风病人救治）资金 10 万元，城乡医疗救助 60 万元，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扶持资金 120 万元，孤儿生活及医疗补助

16 万元，集中供养优抚对象生活及医疗补助 10 万元，社区

康园中心配套经费 84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1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1740 万元，其中股

利股息收入 1730 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10 万元。



2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 1740 万元，其中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740 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为零。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1 年我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其余险种被茂

名统筹，由茂名统一编制预算。2021 年我市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预计全年总收入 116455 万元,全年总支出 111601 万元,本

年收支结余 4854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 86312 万元，累

计结余 91166 万元。

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预计 2021 年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缴费人数 257325 人，领取待遇人数 234134 人。缴费收

入 4514 万元，利息收入 618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52719 万

元，委托投资收益收入 124 万元，转移收入 2 万元，本年收

入小计 57977 万元。上年结余 55431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支出为 53144 万元，转移支出 5 万元，支出合计 53149

万元。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60322 万元。

2.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预计 2021 年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人均缴费工资 6188.08 元/月，养老保险缴费全年平均人数

为 27026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费收入 53750 万元，利息收

入 364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100 万元，转移收入 264 万元，

本年收入小计 58478 万元。上年结余 30818 万元。预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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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为 5137.68 元/月，退休人员 9474 人，

基本养老金支出58412万元，转移支出40万元，总支出58452

万元。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30844 万元。

（六）2021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新增债务方面，在省核定我市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向

上级财政部门申请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债券资金计划主要统

筹用于我市重点项目建设支出，其中一般债券资金安排项目

包括高州市鉴河图碧道项目、省道 S282 南塘至镇江段路面

改造工程、市迎宾大道等，专项债券主要安排用于有收益的

重点项目。

债务还本付息方面，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安

排偿债准备金 3 亿元，主要用于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三、完成 2021 年预算目标的主要措施

（一）着力增收节支，增强财政可持续平衡能力。一是

全力以赴组织收入。坚持收入总量和质量一起抓，合理抓，

不断挖掘税收收入增长潜力，强化税收征管稽查及纳税辅导；

积极培育税源，充分用好产业扶持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参与

积极性。加强组织收入，加大非税收缴管理，加大土地出让

和闲置国有资产处置力度，积极盘活存量资金资源资产，尽

最大可能增加可用财力。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坚持把握

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压缩一般性支出，严禁铺张浪费，提

高财政支出的普惠性和公共性，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加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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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执行管理，深化预算支出进度通报制度，压实部门主体责

任，确保支出进度均衡合理，切实保障重点支出。

（二）严格落实政策，坚决兜牢“三保”底线。要树立

过“紧日子”的理念，把加强“三保”作为当前财政工作最

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将“三保”支出控制在预算盘

子内。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压减一般性支出，坚持“三

保”在支出中的优先次序，合理调度资金，确保全市工资发

放、机构运转、基本民生和疫情防控等资金到位，同时清理

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加大统筹力度，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保障重点领域支出，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积极顺

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支持教育、社保、医疗、文化、体育、城市建设等

领域的重点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和乡村振兴，加大对农村饮水、

农村电网、农村道路、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加快培育特色农业品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乡村

振兴示范样板。继续支持意识形态、扫黑除恶、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等工作，推进人居环境建设，为人民群众打造安居乐

业的良好环境。

（四）加强风险防控，有效化解债务风险。一是坚决落

实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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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要求，全面清理核实隐性债务存量，制定化解政府隐性

债务的预期目标和具体措施，通过持续加强收入征管、大力

压缩一般性支出，多渠道筹措偿债资金等方式逐年消化政府

隐性债务。二是严格控制新增债务，政府举借债务一律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筹措。三是根据我市举债规模和年度

偿债计划,足额安排偿债资金,用于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确保不出现违约风险。积极争取再融资债券,缓解政府偿债

压力,降低利息负担。四是切实加强债务管控，全力构建以

政府债务率（按省确定口径）为核心的风险指标体系，定期

评估全市政府性债务风险情况并作出预警，全面评估风险状

况，定期排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金融风险向财政

传导，确保隐性债务规模只减不增，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底线。

（五）构建数字财政，不断深化财政改革。深化财政一

体化管理系统建设。全面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电子

账务系统和公务卡结算系统应用，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

系，进一步规范、统一财政资金运行和账务管理方式。完善

财政项目库管理，建立预算项目提前谋划、评审论证、入库

储备、排序优选等规范化、程序化的项目库管理体系。深入

贯彻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现预

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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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效果。进一步完善财政评审项目管理程序，提高审核

工作效率。提高财政预决算公开质量，加强“三公”经费、

债券资金使用等监督检查。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

做好 2021 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

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和指导，认真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努力做好

财政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迈好步，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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