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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州市 2020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1年 9月 1 日在高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上

高州市财政局局长 钟荣伟

市人大常委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由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市 2020年财

政收支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收入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入 180193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2459 万元,增长 1.38%,完成调整预算的 106.6%。其中：

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完成 84327 万元，比上年实绩减少

9234 万元,增长-9.87%,完成调整预算的 96.92%,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比重 46.79%。其中:增值税 21049 万元，同比增长-5.34%；

企业所得税 9678 万元，同比增长 56.6%；个人所得税 2393 万元，

同比增长-4.24%；资源税 1670 万元，同比增长 17.94%；城建税

6173 万元，同比增长 0.03%；房产税 3152 万元，同比增长-8.29%；

印花税 1665 万元，同比增长 2.65%；城镇土地使用税 1456 万元，

同比增长-10.51%；土地增值税 17535 万元，同比增长-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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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 2986 万元，同比增长 17.98%；耕地占用税 1537 万元，

同比增长-67.88%；契税 14678 万元，同比增长-0.08%；环保税

322 万元，同比增长-7.20%；其他税收收入 33 万元。

2.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完成 95866 万元，比上年实绩增加

11693 万元，增长 13.89%，完成调整预算的 116.87%，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53.20%。其中：专项收入5061万元，同比增长11.7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882 万元，同比增长-74.43%；罚没收入

3340 万元，同比增长-68.9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0583 万元，同比增长 92.02%。

（二）支出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166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1233

万元，增长 12.65%，完成调整预算的 98.68%。按功能分类划分：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314 万元，同比增长-10%；公共安全

支出 27539 万元，同比增长 12.12%;教育支出 273588 万元，同比

增长 11.20%；科学技术支出 1142 万元，同比增长-36.70%；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553 万元，同比增长 7.28%；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164368 万元，同比增长 8.92%；卫生健康支出 152925 万

元，同比增长 6.72%；节能环保支出 11533 万元，同比增长

-16.45%；城乡社区支出 19940 万元，同比增长-51.07%；农林

水支出 97082 万元，同比增长 51.75%；交通运输支出 27767 万

元，同比增长 130.80%；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857 万元，同比

增长 68.0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66 万元，同比增长-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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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出 118 万元，同比增长 237.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

出 24122 万元，同比增长 539.67%；住房保障支出 17711 万元，

同比增长 41.79%；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99 万元，同比增长 9.2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558 万元, 同比增长 27.48%；其他支

出 967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494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9 万

元。

（三）收支平衡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193 万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696944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955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3912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资金 20000 万元，财政总收入 950600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1662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5382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10307 万元，总支出 92735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11168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208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完成 197131 万元，比

上年增收12460万元，同比增长6.74%，完成调整预算的1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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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收入 39500 万元。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0040 万元，抗疫特

别国债收入 29147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52000 万元，上年结余

25952 万元，收入总计 314270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90301 万元，比上年增加 836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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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40.44%，完成调整预算的 95.94%。其中：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 11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74 万元，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68659 万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70 万元，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3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

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7650 万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

入安排的支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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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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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9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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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7%，加上调入资金 12 万元，总收

入为 1797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8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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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2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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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本级收入 126727 万元，包括保险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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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77613 万元，利息收入 1508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6026 万元，

委托投资收益 459 万元，转移收入 455 万元。2020 年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121301万元,包括社会保险待遇支出120708万元,转移

支出 73 万元, 收支相抵，2020 年的社保基金当年收支结余 5426

万元。2020 年末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 86647 万元。按险种

分：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6648 万元，比上年增

收 4684 万元，同比增长 9.0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48896 万元，同比增支 2902 万元，同比增长 5.58%。本年收支

结余 775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55829 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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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70079 万元，比上

年增收 1031 万元，同比增长 1.49%。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72405万元，同比增支17643万元，同比增长32.21%。

本年收支结余-232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30818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省、茂名市核定我市 2020 年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 249161.46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4094.39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35067.07 万元。

（二）政府债务余额情况。截至 2020 年末，我市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226528.8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0608.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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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余额 12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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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增债务情况。2020 年新增债务 71551 万元，包括

新增债券 66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5551 万元。

（四）债务减少情况。2020 年存量债务减少 11239.38 万元，

主要偿还 2013 年发行的 7 年期债券 707 万元，2015 年发行的 5

年期债券 8399.6 万元，2017 年发行的 3 年期债券 2000 万元，国

债及其他债务还本 132.78 万元。

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国有资

本经营收支决算、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均已按照规定上报，如批复决算有变动，则要作相应调整。

六、2020 年预算执行效果

（一）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助力县域发展稳步向好。我市成

立财税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力

度培育税源，强化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积极盘活处置闲置资

产，对接上级政策争取专项资金及债券资金，财政收入实现平稳

增长，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入 180193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245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6.6%，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财力保障。

（二）全力抗击疫情，跑出企业生产“加速度”。一是不折

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促进疫情期间减税降费政策常态化，全

年减免税费超 3 亿元。二是快速兑现惠企政策礼包，2020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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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下达我市全面落实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资金

83.18 万元,已全面落实至具体企业。在新冠疫情防控下, 支持保

市场主体支出 729.73 万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 131 家，激发了

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

（三）夯实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三保”支出。2020 年全

市三保支出 68.3 亿元，其中：保民生 35.6 亿元、保工资 31.4

亿元、保运转 1.3 亿元。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持续向民生等

重点任务聚焦发力, 一是持续加大社会保障兜底力度，2020 年全

市低保五保等底线民生支出 4.28 亿元，医疗卫生支出 6.94 亿元，

公共卫生支出 1.02 亿元，疫情防控支出 25 批次 0.47 亿元，不

断强化财政兜底保障能力。二是坚持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全年教

育支出 27.4 亿元，同比增长 11.20%，不断完善各类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拨付 0.51 亿元用于学生资助经费，支付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 1.87 亿元。

（四）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深化财政管理改革。一是坚持

政府过紧日子，严控全市一般性支出。二是继续深化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管理改革，强化业务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三

是完成滚动项目库系统建设，强化项目资金管理，逐步实现“资

金跟项目走”。四是加强库款管理，密切监测库款变动情况，合

理调度财政资金，严控支付风险，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五）深化政府债务管理，提升债务风险防控能力。一是加

强债务风险防控，严格控制债务余额不超“天花板”，在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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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限额内申请债券，年初足额安排偿债准备金确保按时足额还本

付息，2020 年我市债务率为 19.23%，没有发生逾期还本付息情

况。二是主动向人大报告债务事项，将新增债务分配方使用、新

增债务调整预算、债务限额报告等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主动接受

人大监督。三是及时公开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按照上级财政部门

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公开政府债券存续期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过去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财政收支任务艰巨、困难重

重。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及代表委

员们的指导监督下，财政部门践行初心使命、全力攻坚克难，高

质量完成了各项工作，财政预算执行效果较好。同时，我们也清

醒地认识到，未来财政收支运行面临诸多困难和压力，对此，2021

年我们将聚焦问题、找准根源、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下，迎难而上，大干快干，为推动高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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