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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街区 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2 月 4 日在上街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上街区财政局局长 史瑞娟

各位代表：

我受区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上街区 2020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和列席人员提出宝贵意见。

一、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依法监督和

区政协的大力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疫情防控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砥砺奋进，克难攻坚，较

好完成了区人大十三届第五次会议确定的各项财政预算任务。

（一）全区及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0011万元，增长

1.1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23274万元，下降 0.1%，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 82.2%；非税收入完成 26737万元，增长 7.5%。

执行中因上级追加、新增债券资金、调入资金等因素，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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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完成 224508万元，下降 5.1%。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3011万元，增

长 4.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6481 万元，增长 3.3%；非

税收入完成 26530万元，增长 8.3%。执行中因上级追加、新

增债券资金、调入资金等因素，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18778万元，下降 3.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5136 万元，下

降 25.6%。执行中因上级追加、新增债券资金、调出资金等因

素，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97010万元，增长 11.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01万元，下降

48.7%。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290万元，增长 4.3%。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 7218万元，为预

算的 94.4%，增长 0.1%。

（五）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市财政局

核定 2020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 38014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40981万元、专项债务 139162万元。

截至 2020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373685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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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债务 235191万元、专项债务 138494万元。

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执行数有待市财政决算批复，可能还有部分调整。

二、2020年落实区人大预算决议及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2020年，按照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和审查情

况，坚决贯彻“大统筹、大平衡”发展理念，加强资金统筹，强化

收入征管，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大力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要求，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树牢过“紧日子”思想，严格规范财政收支管理，坚决兜

牢了“三保”特别是保工资的底线，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资金保障。

（一）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及时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开辟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

付绿色通道，确保防疫物资、医疗设备、发热门诊建设等疫情

防控资金快速支付，全年拨付疫情防控资金3790万元。二是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严格落实促进经济平稳发展30条措施，扎实

开展“三送一强”活动，全年为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113万元、

拨付企业奖补资金7687万元、落实减税降费3.21亿元。

（二）全力筹措资金支持“三保”和重点项目建设

牢固树立“政府过紧日子，群众过好日子”的理念，压减一

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多渠道筹措资金，全力保障

疫情防控、“三保”及重点领域资金需求。一是争取上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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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金2.8亿元，兜牢了“三保”底线。二是积极与省、市相关

部门沟通，获批抗疫特别国债5412万元、新增政府债券4.3亿

元，着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三是开展存量资金专项清理整治

工作，收回存量资金3000余万元，统筹用于“六稳”、“六保”及

各类民生支出。

（三）全力支持产业持续转型升级

一是助推产业提档升级。拨付资金3.5亿元支持奥克斯智

造产业园建设，拨付资金1.4亿元支持保险业、建筑业总部经

济做大做强和郑州国际陆港第二节点加快建设。二是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拨付奖补资金3216万元，助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三是优化财政领域营商环境。全年减收114家投标（中标）供

应商企业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2900万元。

（四）全力支持城市品质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

一是拨付城市基础道路建设资金9083万元，重点支持新安

西路改建、锦江路西延及博文路西延等项目。二是拨付老旧小

区改造资金1525万元，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三是拨付城市维护

资金4671万元，支持城市道路保洁、维护、污水处理、垃圾焚

烧等项目。四是拨付环境保护资金4333万元、生态建设资金

7217万元，支持游园建设、绿化提升，空气质量不断改善，生

态环境持续优化。

（五）全力支持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2020年全区民生支出达到1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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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2%。一是优先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拨付许昌路小学、衡山

路幼儿园等校舍新建及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资金5945万元，拨付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资金2119万元。二是大力支持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拨付基本公共卫生、基本药物、计生奖励扶助等资

金2776.8万元，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贴资金1041万

元，积极推进第十五人民医院建设。三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拨付低保、救助、残疾人补贴、高龄津贴1155万元，发放抚恤

补助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785万元，安排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补贴资金910万元，拨付退役士兵两险补缴资金828万元。四是

全面落实利民惠民政策。拨付南部山区土地流转生活补贴669

万元，拨付公交公司政策性补贴、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422万

元，拨付扶贫资金324万元。

（六）全力推进财政各项改革

严格执行预算法，不断推进财政各项改革落实。一是强化

财政预算管理，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资金统筹力度。二是实现预决算公开管理制度化，

进一步规范预决算公开程序和内容，全年各预算单位预决算公

开率达到100%。三是继续深化财政支付改革，进一步提高财

政直接支付、公务卡结算比例，保持财政电子化支付稳定运行。

四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运行监控，探索绩效监

控结果与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五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大力推行扫码缴费等便民措施，提高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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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优化采购程序。六是加强国资国企管理，开展全区行政事

业单位及国有企业房产出租、租赁清理整治工作,推进国有企

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接收工作,落实向同级人大报告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制度。

各位代表，2020年财政目标的顺利完成，为“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五年来，财政综合实力稳步

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在全面实施“营改增”、深化增

值税改革、大规模减免企业税费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的情况下，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十二五”末11.4亿元，增

长到“十三五”末15亿元，年均增长5.6%。其中，税收收入从“十

二五”末8.6亿元，增长到“十三五”末12.3亿元，年均增长7.5%。

五年来，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大，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十二五”末16.3亿元，增长到“十三

五”末22.5亿元，年均增长6.6%。五年来，民生领域财政投入

持续增长，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全区民生支出从“十二五”

末12.9亿元，增长到“十三五”末16.2亿元，年均增长4.6%。五

年来，财税体制改革深入实施，财政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库

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顺利实施，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试编工作顺利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稳步推进，取消、减免政府

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财政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现

代财政体系加快构建。

五年来，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财政改革发展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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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落实，这是区委科学决策、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区人大、区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

也是全区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和财政改革仍面临一些突出问

题与困难挑战，主要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不断加大、财政资源

统筹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尚未牢固树立，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准性有待提高，预算执行的刚性需进一步

强化。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三、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初步安排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财政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当前，受疫情

和经济下行影响，财政收入增收依然面临巨大压力。同时，“三

保”、债务化解和重点项目建设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运

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一）2021年财政工作指导思想和预算编制原则

2021 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

决策部署和区委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为实现“两个高地、四个美丽”远景目标开好局、

起好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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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认真贯彻“以收定支”原则，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全

面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培育壮大新动能，增强市场主

体活力，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

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努力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强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2021年全区预算编制坚持以下原则：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收入预算要实事求是，科学预测，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积极财政政策相衔接。支出预

算坚持量入为出，优化结构，强化零基预算理念，打破基数概

念和预算支出固化僵化格局，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把宝贵

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原则，精打

细算、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统筹各

项资金来源，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坚决兜牢“三保”底线，集

中财力保障民生支出、债务化解和各领域重点项目支出。

强化执行，硬化约束。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编制预算，做

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强化预算约束，严控预算调整和调剂，

优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方式，着力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监管，突出绩效。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构建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完善预算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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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健全

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机制，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

使用效益。

（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根据经济发展预期，考虑财税政策的增减收因素，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54500 万元，增长 3%。在完

成上述收入的基础上，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减：上解上级支出，全区可供安排支出的

财力为 168300万元，比上年预算下降 8.9%。

全区财政收支的预期目标是指导性的。预算执行中，区本

级和峡窝镇两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组织收入，合理安排

支出，坚持量入为出，自求平衡。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21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33500万元，其中：

税收收入 108900万元，增长 2.3%；非税收入 24600万元，下

降 7.3%。主要收入项目安排情况：

●增值税 29700万元，增长 5.1%；

●企业所得税 10900万元，增长 4.9%；

●个人所得税 2100万元，增长 9.1%；

●资源税 750万元，增长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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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维护建设税 4300万元，增长 0.3%；

●房产税 3300万元，增长 1.7%；

●印花税 1400万元，增长 5.1%；

●城镇土地使用税 5600万元，增长 1.9%；

●土地增值税 7500万元，增长 4.9%；

●车船税 31300万元，增长 3.0%；

●耕地占用税 4700万元，增长 1.0%；

●契税 7100万元，下降 16.0%；

●环境保护税 250万元，增长 11.1%；

●专项收入 7800万元，下降 3.1%；

●罚没收入 4100万元，下降 28.9%；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950万元，下降 1.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750万元，增长 2.7%；

●其他收入 9000万元。

按现行财政体制算账，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主要是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33500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减：上解上级支出，2021 年区本

级实际可用财力为 160300万元，下降 9.8%。主要支出项目安

排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2600万元，增长 0.8%；

●公共安全支出 9000万元，下降 19.6%；

●教育支出 29000万元，增长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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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支出 3623万元，增长 0.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800万元，与上年持平；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500万元，与上年持平；

●卫生健康支出 11300万元，与上年持平；

●节能环保支出 2940万元，增长 5.0%；

●城乡社区支出 24052万元，下降 37.2%；

●农林水支出 1720万元，增长 1.2%；

●交通运输支出 2800万元，下降 26.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00万元，与上年持平；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0万元，与上年持平；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00万元，与上年持平；

●住房保障支出 6000万元，增长 1.7%；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00万元，与上年持平；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00万元，与上年持平；

●债务付息支出 7815万元，与上年持平；

●预备费 1500万元，按照预算法要求安排。

2.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1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60000 万元，增长

8.8%。主要收入项目安排情况：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8000万元，增长 10.9%；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00万元，下降 29.3%；

●污水处理费收入 1000万元，下降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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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上述收入的基础上，加上上年结余，2021 年全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63473万元，下降 32.5%。主要用于

土地收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偿还债务本息等，与一般公共

预算统筹安排使用。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53291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000万元；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000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3600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4582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1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300 万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支出预算安排 438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1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0215万元，加上

上年结余，支出预算安排 11300万元，主要是机关事业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社保部门具体编制并执行。

四、2021年区本级财政保障重点和主要工作任务

2021 年，财政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坚持

大统筹、做好大平衡、确保高质量、突出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财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强化

预算执行，在做好“三保”和债务化解的基础上，着力支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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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提升、生态和民生改善，为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一）2021年区本级财政保障重点

1.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加快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一是安排科技资金 3000万元，促进企业引进创新人才，

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助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二是安排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2000万元，促进智能家电、装备制造、通

用航空等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三是安排服务业发展和建设资金

1.5亿元，促进总部经济和税源经济集聚发展，推动物流产业

项目加快建设。

2.着力支持生态改善，助推城市环境优化提升

一是安排生态治理资金 2350万元，支持减污降碳协同推

进。二是安排城市绿化资金 2700万元，支持国土绿化、公园

游园、道路景观等生态项目建设。三是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 4600万元，支持通航核心板块、道路提升整治和老旧小

区综合改造等项目建设。

3.着力支持民生实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一是安排教育资金 2.9亿元，支持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困

难学生资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落到实处。二是安排社会保障

资金 2.4亿元，保障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低保、优抚、就

业等各项惠民支出。三是安排医疗卫生资金 1.1亿元，保障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改革、社会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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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医疗保险支出，积极筹措债券资金推进十五人民医院建

设。四是安排文化体育资金 1800万元，支持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全民健身运动，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二）主要工作任务

1.依法组织收入，提升财力保障水平。全面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推进“放管服”改革，执行财政电子票据制度，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大力支持区属企业做大做强，着力培育涵养税源。

强化财政、税务、住建、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涉税信息的共享，

支持税务部门开展税收专项治理活动，促使涉税信息尽快转化

为财政收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确保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等及时足额入库。

2.严格支出管理，努力实现收支平衡。坚决执行政府过“紧

日子”原则，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从严

控制预算追加，集中财力，量力而行，切实兜牢“三保”底线，

确保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

3.强化债务管理，持续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强化政府债务

风险管控，积极争取债券资金额度，探索多渠道化解政府债务，

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

4.持续深化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切实增强预算法治

意识，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完

善预算绩效管理流程，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切实将绩效评

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强化财政支付控制，提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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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直接支付及公务卡结算比例，着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深入

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推动国资监管建章立制，有效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

们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和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发扬“三

牛”精神，不负重托、砥砺前行，守正创新、奋勇争先，扎实做

好2021年财政预算各项工作，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

设、加快现代化美丽上街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

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