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丰县 2020 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草案）

县人大常委会：

现将信丰县 2020 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草案)如下，请予审

议。

一、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2020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22415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3%，同比增收 6612 万元，

增长 3.0%。其中：

税务部门收入 210736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 100.06%，同比

增收 16722 万元，增长 8.6%；

财政部门收入 13422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 61.85%，同比减

收 10110 万元，下降 43.0%。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877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6%，同比增收 2013 万元，

增长 1.6%。其中：

县级工商税收完成 115353 万元，同比增收 12123 万元，增

长 11.7%。

企业所得税 16109 万元，同比增收 217 万元，增长 1.4%。

农业税收 26363 万元，同比增收 9683 万元，增长 58.1%。主

要是耕地占用税及契税实现增收。

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其他收入 3425 万元，同比减收

12585 万元，下降 78.6%。主要是非税收入缴库调控的影响。

专项收入 3570 万元，同比减收 174 万元，下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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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6428 万元，同比增收 2650 万元，增长

70.1%。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 600229 万元，同比增支 50504 万元，增长 9.2%，主

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394 万元，同比减支 17076 万元，

下降 22.9%。

（2）公共安全支出 22298 万元，同比增支 2512 万元，增长

12.7%。主要是增加了业务技术用房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城区交通

设施建设投入。

（3）教育支出 118217 万元，同比增支 2589 万元，增长 2.2%。

（4）科学技术支出 12220 万元，同比增支 1400 万元，增长

12.9%。主要是增加了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奖励经费 1688 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4842 万元，同比增支 8897

万元，增长 149.7%。主要是增加了谷山景区创智谷、游乐场、田

园综合体等文旅项目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5731 万元，同比增支 6094 万元，

增长 10.2%。

（7）卫生健康支出 62200 万元，同比增支 543 万元，增长

0.9%。

（8）节能环保支出 16180 万元，同比增支 5352 万元，增长

49.4%。主要是上级补助类项目支出有所增长。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80929 万元，同比减支 12029 万元，

下降 12.9%。主要是上年拨付了县道升级改造工程及信雄大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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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项目支出。

（10）农林水事务支出 73226 万元，同比增支 2516 万元，

增长 3.6%。其中：扶贫支出 18816 万元，同比增长 2321 万元，

增长 14.1%。

（11）交通运输支出 35309 万元，同比增支 29950 万元，增

长 558.9%。主要是上级车购税补助地方公路建设资金有所增长以

及一般债券安排用于公路建设项目支出。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7287 万元，同比增支 4807

万元，增长 193.8%。主要是在疫情影响，增加了规上工业企业电

价补贴等涉企补助类支出。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492 万元，同比增支 944 万元，

增长 61%。

（14）金融支出 288 万元，同比减支 244 万元，下降 45.9%。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295 万元，同比增支 2887

万元，增长 119.9%。主要是增加了耕地保护督察整改以及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方案编制支出。

（16）住房保障支出 13120 万元，同比增支 7511 万元，增

长 131.8%。主要是增加了城南保障房建设以及老旧小区改造支

出。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09 万元，同比减支 357 万元，下

降 41.2%。主要是上年同期支出优质粮食工程中央补助资金。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353 万元，同比增支 1572

万元，增长 56.5%。主要是上级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及救灾补

助资金有所增长。

（19）国防支出 346 万元，同比减支 163 万元，下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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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其他支出3065万元，同比增支1974万元，增长180.9%。

（21）债务付息支出 4784 万元，同比增支 793 万元，增长

19.9%。

（22）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4 万元，同比增支 32 万元，增长

145.5%。

支出分项目完成情况

（1）人员经费支出 97654 万元，较年初预算结余 28240 万

元，主要是因直达资金管理的要求，将上级下达的特殊转移支付、

均衡性转移支付等约 2.4 亿元调整用于本级人员支出，各项人员

类支出已按标准据实足额保障到位。

（2）公用及业务支出 15140 万元,按年初预算执行保障预算

单位正常运转。

（3）专项经费支出 114442 万元，比年初预算增支 34833 万

元。主要是由于上级财力性补助增加以及人员支出在上级转移支

付中列支增加了本级可用财力，将拨付各平台公司项目资本金

3.28 亿元、交通建设项目 3980 万元等部分原列政府性基金收入

的专项资金调列在一般公共预算专项中支出。

（4）非税收入成本性列支 12571 万元。其中国有资源列支

630 万元，办案及规费等列支 11940 万元。

（5）新增债券增加支出 28100 万元。主要用于西江河整治

与修复项目 2000 万元、福州路、南京路建设项目 4686 万元、桃

江湿地公园（城南物流园段）岸线综合整治修复项目 15714 万元、

杨家大桥-水西大桥道路建设项目 5700 万元。

（6）基金支出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000 万元。

（7）上级专项追加和补助支出 232322 万元。主要是教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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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042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363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45986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8355 万元、农林水支出 42968 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1976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102 万元、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支出 1538 万元、其他支出 8831 万元。

4、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20 年，全县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28776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347854 万元，地方政

府债券收入 45111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000 万元，调

入资金 10880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5895 万元，收入总计

65143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00229 万元，上解支出 21568

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1.36 亿元，主要的项目有核定 2019-2020

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县上划医疗卫生领域基数 1640

万元、教育领域基数 205 万元，结算补充耕地指标及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统筹交易省级分成资金 7744 万元，调减易

地扶贫同步搬迁计划收回省级资金 3906 万元，市县共担地方政

府经营管理高速公路路段交警经费 22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7014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000 万元，收支相抵，财政

收支结余 462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累

计实现 315914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的 157.09%，同比增收 100114

万元，增长 46.4%。其中：土地收入 311699 万元，同比增收 111789

万元，增长 55.9%；彩票公益金收入 678 万元，增长 113.9%；污

水处理费收入 1047 万元，下降 0.6%;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490 万元，增长 63.8%。

2、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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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现 328855 万元，同比增支 166768 万元,增长 102.9%。其中：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13835 万元（主要的项目为征地和拆迁补偿

支出 132586 万元、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3304 万元、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支出 56361 万元、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98235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6959 万元、彩票事务支出 1888 万元，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416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21400 万元。

3、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2020年政府性基金收入315914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24924 万元，上年结余 1468 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98235 万元，其他调入资金 193 万元，当

年基金收入总计 440734 万元；基金支出 328855 万元，基金调出

100000 万元，上解支出 5517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4992 万元，

收支相抵，基金收支结余 137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2020 年全县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 765 万元，主要为活立木拍卖收入 700 万元以及中

医院股权分红 65 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2020 年全县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5 万元，主要是列支上级补助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 765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5

万元，收入总计 815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万元，

加上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800 万元，支出合计 805 万元。收支相

抵，年终结余 10 万元。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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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执行情况。2020 年社保基金收入完成

166269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 117.1%，同比增收 29109 万元，增

长 21.2%，主要是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上级补助增加 12833 万元、

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上级补助增加 11258 万元。

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情况。2020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完成 146987 万元，完成年初预期 104.1%，同比增支 9340

万元，增长 6.8%。

收支相抵，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 19282 万元，滚存结

余 157620 万元。

二、2020 年的主要工作

2020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部门单位的支持

配合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疫情影响、政策性减收等不利因素，

财税部门认真履职，实现了全县财政平稳运转。

1．坚持科学征管，实现财政收入增收提质。面对新冠疫情

和减税降费双重因素叠加影响，全县财税部门积极把握财政收入

变化趋势，做好政策核算及效应分析，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依规应

收尽收，财政收入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呈总体平稳向好态势。2020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实现 22.42 亿元，增长 3.0%，增幅全市排名第

8 位，比上年前移 4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88 亿元，增

长 1.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全市排名第 13 位，比上年前移

6 位。2020 年，我县全额税比为 94.0%，比上年提升 4.8 个百分

点，地方税比 89.6%，比上年提升 8.2 个百分点。两项税比均位

居全市第 1 位，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在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

保持了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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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支出保障，兜牢基本支出保障底线。紧紧围绕上级

财政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不断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优化调整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了疫

情防控和“三保”支出。一是全力支持疫情阻击战，助力全面复

工复产复学。县本级财政共拨付疫情防控专项经费 6715 万元，

落实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临时性工作补助和

一次性慰问补助 160 万元，各项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10399 万元，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资金 2482 万元，规上工业企业电价补

贴资金 1848 万元,并建立采购“绿色通道”，确保防控物资及时

到位；二是落实勤俭节约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

支出，削减低效无效支出，压减腾出的资金统筹用于保基层运转

等重点领域投入；三是全力保障好民生支出，全县教育、文化体

育、社保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 13 项民生方面的

支出共计 500360 万元，同比增支 56297 万元，增长 12.7%，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83.4%；四是持续加大“三农”投入，支持

全县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年农林水支出 73326 万元，

同比增支 2516 万元，增长 3.6%。

3．发挥财政职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经济运行态

势和县委、县政府总体部署，以新状态适应新时代，积极发挥职

能作用，夯实财源基础，优化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加强财

政管理，服务经济发展成效明显。一是全力保障“六大攻坚”等

重点项目投入。在全面严控风险、融资收紧形势下，充分发挥积

极财政政策导向、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加大推广运用 PPP 模式、

引导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融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大项

目、基础设施、脱贫攻坚等，强化资金保障，确保建设项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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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2020 年在已实施信丰县公路升级改造工程 PPP 项目、信丰

县文教园建设PPP项目等7个项目的基础上新增实施信丰县城区

综合改造（一期）工程 PPP 项目，并做好工业园智能制造科技

园 PPP 项目甩项工作。积极争取新增债券、特别国债，做细做实

发债项目谋划和储备，提高专项债券申报项目质量，全年共争取

一般债券 2.81 亿元，较上年增加 1.13 亿元、专项债券 9.82 亿

元，较上年增加 4.8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特殊转移支付、抗

疫特别国债等中央直达资金 64226 万元，有效的缓解了全县重点

项目建设资金保障压力；二是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发展壮大。积

极配合税务部门，全面落实围绕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新出台

的税费优惠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1.5 亿元。指导全县各行政

事业单位按要求认真落实疫情期间租金减免政策、减免其他企业

10 户，减免个体工商户 178 户，减免租金共计 241.67 万元。深

入推进“财园信贷通”“小微信贷通”“创业信贷通”各项工作，

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杠杆作用，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三是统筹整

合资金，进一步加大脱贫攻坚资金投入。全年县本级财政拨付专

项扶贫资金 8800 万元、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 10542 万元，

2017-2019 年连续 3 年被省财政、扶贫和移民办评为资金统筹整

合和专项资金绩效考评先进县。

4．深化财政改革，健全现代财政制度。一是全面推进零基

预算改革。在全县各县直单位及乡镇全面推进推行部门零基预算

编制改革，强化各部门收入统筹，合理安排各项支出，大力压减

一般性支出和非重点、非急需项目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统筹与加快推进项目库建设；二是加快推进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程。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体系建设，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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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首次对 79 家一级预

算单位的2019年度县本级项目支出及2019年度县直部门整体支

出进行绩效自评，自评覆盖率达到 100%，重点选取了 2019 年度

4 个重点项目和 1 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三是积极

开展推进县属国企改革，加快市场化转型工作。积极指导国有企

业优化重组，对原有的 14 家县属国有企业进行了优化整合重组

为 8 家；切实加强国有企业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公司组织架构，

指导县城投公司等 5 家国企成立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了

相关股权的划转和工商变更登记工作，以及相关资产的梳理划转

工作；积极指导五大国有企业融资，助推信丰地方经济发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依

然面临一些突出困难和重大挑战：一是收入增长基础还不稳固。

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政策性减收因素较多，减税降费政策短

期对财政增收的冲击较大；二是收支平衡压力前所未有。财政刚

性增支不断增加以及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的到来，财政保障资金

需求巨大，财政收支矛盾不断突现，财政统筹保障能力有所下降；

三是财政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刚性约束待进一步加

强，与平台公司资金往来还需进一步规范，预算绩效管理水平需

进一步提升。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

加以解决。

三、2021 年工作思路

2021 年，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执行县十八届人

大六次会议及其常委会关于财政工作的决议，主动接受人大监

督，及时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虚心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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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定不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优良的作风和过硬

的措施，不断推动财政高质量建设水平，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一）开源挖潜增收，保质保量实现预期。一是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做好招商安商工作，整合工业发展、涉企奖补等

各类资金，加大投入保障落实重大项目、高新园区和企业发展的

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重点支持加快首位产业建设，全力推进工

业经济体量壮大、结构优化、层级提升，形成多极支撑的工业产

业发展格局，做大财政收入“蛋糕”，夯实财源增长基础；二是

强化税源调研和控管，形成综合治税合力，为做好税收征管提供

可靠保障。

（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是按照“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的原则，

完善财政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用好财政直达资金，增强资金直接

惠企利民效果；二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

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三是密切关注国家政策方向，精

准谋划承接平台和抓手，争取上级在转移支付、改革试点等方面

加大对我县的支持力度；四是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按照“资

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提早做好项目

前期准备、评估遴选等工作。

（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一是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资金、

失业保险基金等，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推动稳住就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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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盘。二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补齐

短板欠账，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三是保障好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需要，做好困难群众救助

工作，落实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标政策。四是

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五是强化资金保障，支持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做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四）加快资金筹集速度，持续保障重点项目资金需求。一

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部门长期沉淀的财政资金指标一律调整

收回，可暂缓实施的支出项目资金，及时缴回财政，统筹用于急

需领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盘活长期低

效运转、闲置以及超标准配置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弥补非

税收入缺口；三是统筹上级转移支付以及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存量、政府债券等各项资金，优化支出结构，

加强资金调度，及时足额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征拆资金需求，确保

重点项目建设和重大产业项目落地。

（五）深化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一

是完善财政直达资金分配审核流程，建立健全直达资金监控体

系，确保资金直达使用单位、直接惠企利民，防止挤占挪用、沉

淀闲置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二是做好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上线各项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做好基础数据采集

和业务流程优化，完成基础数据库、项目库、预算编制、国库集

中支付各模块的上线工作；三是完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做好权

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工作；四是推动预算绩效管

理提质增效，把预算绩效管理作为应对财政运行长期“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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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现实需要和加强预算管理的重要手段，压实部门主体责

任，坚持以部门为主体具体实施目标编报、自评价等环节工作，

大力推进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的预算绩效管理，着力提高评

价结果的可用性；五是拓展财政信息公开深度广度，在按要求做

好政府预决算及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同时，推进政府投资基金、非

税收入项目、国有资本收益、政府采购、绩效目标等信息按规定

向社会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