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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蒲城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3 月 9 日在蒲城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蒲城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蒲城县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人

员提出意见。

一、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

扣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力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持续深化财政各项改革，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地方债

务风险防控，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和各类民生事业发展，为

推动全县经济快速发展、实现追赶超越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收入完成情况。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7275 万元，

较上年同期 58033 万元增长 15.93%，增收 92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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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质量看：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均稳定增长。税收收入完

成 5383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0.02%，较上年同期

51819 万元增长 3.89%，增收 2014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1344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9.98%，较上年同期 6214 万元增

长 116.31%，增收 7228 万元。

支出完成情况。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84979 万元，

较上年同期支出 496776 万元减少 2.37%，减支 11797 万元。主

要支出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646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5082 万元，教育支出 100505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834 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752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4060 万

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8935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8185

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4726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85389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37210 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

出 6186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2936 万元，自然资源气

象等事务支出 516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6792 万元，粮油物资

储备管理事务支出 1869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778

万元，其他支出 3149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7798 万元。

收支结余情况。2020 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7275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423618 万元，加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1932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42858 万元。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84979 万元，加债务还本支

出 45597 万元，加上解支出 8807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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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 万元，支出总计 542858 万元。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542858 万元，减支出总计

542858 万元，本年无结余。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完成情况

收入完成情况。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81491 万元，

占年预算 16200 万元的 503.03%；较上年同期 47858 万元增长

70.28%，增收 33633 万元。

支出完成情况。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97194万元，

占年预算 17201 万元的 1146.41%；较上年同期 49749 万元增长

296.38%，增支 147445 万元。增支主要原因为：增加上级下达

专项债券支出 72400 万元和抗疫国债支出 15100 万元。

收支结余情况。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81491 万元，

加上级补助收入 10810 万元，加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72400 万元，

加抗疫国债收入 18346 万元，加上年结余 24758 万元，收入总

计 207805 万元。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97194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7366 万元，支出总计 204560 万元。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207806 万元，减总支出 204560

万元，本年结余 3245 万元。

过去的一年，我们能够较好地完成各项财税工作任务，但

仍存在一些问题。收入方面，受经济下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国企改革以及去产能等因素影响，各方面收入均受到不同影响。

支出方面，民生提标、社保兜底等刚性支出增长较快。财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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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入结构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

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重视和改进，财政形势仍

非常严峻，财政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1 年财政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

要求，加快建设收入质量更高、支出绩效更优、统筹能力更强、

保障力度更大、体制机制更全、风险防控更严的现代财政体系，

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预算。2021 年总收入 496411 万元，主要为：1、公共

预算收入 72000 万元；2、上级补助收入 424411 万元，其中税

收返还性收入 5779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23540 万

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4587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16653 万元，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033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补助收入 88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补助收入 15560 万

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补助收入 250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

助收入 232666 万元。

支出预算。2021 年总支出 496411 万元，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主要支出项目：1、人员经费 179928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36.25%，主要是工资、津补贴、第 13 个月工资、乡镇工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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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降温取暖费、医疗保

险、遗属补助、抚恤等人员支出；2、专项经费 306863 万元，

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61.82%，主要是上级专款及民生配套等方面

的支出；3、公用经费 2614 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0.53%，主

要是县镇村政权运转经费等支出；4、上解上级支出 7006 万元，

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1.41%，主要是定额上解及事业单位经费上划

等支出。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979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0437 万元；

教育支出 94013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57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 680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330 万元；卫生

健康支出 53933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0345 万元；城乡社区支

出 12038 万元；农林水支出 71095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39767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565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73 万元；金融支出 80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46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539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10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802 万元；其他支出 1669 万元；预

备费 5000 万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2778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预算。2021 年总收入 54352 万元，主要为：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 4652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829 万元。

支出预算。2021 年总支出 54352 万元，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主要支出项目为：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18 万元；2、城乡

社区支出 34760 万元；3、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211 万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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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11763 万元。

从 2021 年收支预算看，可使用财力大部分用于“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为推动县域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坚

强保障。

三、2021 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1 年，我们将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及要求，

认真规划“十四五”时期财政事业发展目标，科学谋划财政工

作思路，正确理解和运用好上级政策，强化组织收入，合理安

排支出，全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推动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一）扩大资金筹措渠道，促进收入提质增量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做

好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加强税收收入征管，坚持依法征

税，做到应收尽收。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努力挖潜增收，把收

入做实，把质量提高。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资产盘活调剂力

度，加快闲置土地出让和非煤矿山资源处置工作。密切关注中

省市政策动态，摸清国家投资政策，最大限度地争取上级各项

补助收入，做大做强县级财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民生保障能力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的原则，

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科学配置财政资源。全力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切实保障疫情防控资金，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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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规范部门预算管理，进一步压减

非刚性、非急需、非重点支出，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三）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激发财政发展活力

严格遵守《预算法实施条例》，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一是

严格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加大资金统筹力度，

除应急救灾等支出外，确需增加的支出，原则上从现有资金中

调剂解决。二是充分考虑当前财力，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加强对重大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评估。三是规范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加强债务目标考核，防范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四

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快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工作

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附件：1.蒲城县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一

2.蒲城县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二

3.蒲城县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三

4.蒲城县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表

5.蒲城县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表

6.蒲城县 2021 年社保基金预算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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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蒲城县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一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2021 年预算 支出项目 2021 年预算

一、税收收入 61957 一、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74499

二、非税收入 10043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979

三、上级补助收入 424411 公共安全支出 10437

教育支出 94013

科学技术支出 57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80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330

卫生健康支出 53933

节能环保支出 20345

城乡社区支出 12038

农林水支出 71095

交通运输支出 3976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565

金融支出 8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7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466

住房保障支出 9539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1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802

其他支出 1669

预备费 5000

债务付息支出 12879

二、债务还本支出 14906

三、上解支出 7006

定额上解 1206

事业单位经费上划 4000

其他上解 1800

合 计 496411 合 计 4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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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蒲城县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二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收入项目 2021 年预算 功能分类 2021 年预算 经济分类 2021 年预算

一、税收收入 6195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979 一、工资福利支出 158378

增值税 31159 二、公共安全支出 10437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76692

企业所得税 2689 三、教育支出 94013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1550

个人所得税 981 四、科学技术支出 575 四、债务利息支出 14906

资源税 1903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804 五、债务还本支出 12879

城市维护建设税 3742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330 六、预备费及预留 5000

房产税 1654 七、卫生健康支出 53933 五、上解及扣款 7006

印花税 1363 八、节能环保支出 20345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36 九、城乡社区支出 12038

土地增值税 1781 十、农林水支出 71095

车船税 1839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39767

耕地占用税 9157 十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565

契税 4153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73

二、非税收入 10043 十四、金融支出 80

专项收入 3825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466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26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9539

罚没收入 3349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10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443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802

三、上级补助收入 424411 十九、其他支出 1669

返还性收入 5779 二十、预备费 5000

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23540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12879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4587 二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14906

结算补助收入 16653 二十三、上解及扣款 7006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033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 88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15560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505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32666

合 计 496411 功能分类合计 496411 经济分类合计 4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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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蒲城县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表三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2021 年预算 支出项目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专项经费 2021 年预算

一、税收收入 61957 一、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79928 2614 291957 474499

增值税 31159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4233 2069 5677 31979

企业所得税 2689 公共安全支出 6224 10 4203 10437

个人所得税 981 教育支出 57144 39 36830 94013

资源税 1903 科学技术支出 65 5 505 575

城市维护建设税 374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41 20 4343 6804

房产税 165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022 76 41232 89330

印花税 1363 卫生健康支出 16133 36 37764 5393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36 节能环保支出 0 20345 20345

土地增值税 1781 城乡社区支出 3733 25 8280 12038

车船税 1839 农林水支出 9198 91 61806 71095

耕地占用税 9157 交通运输支出 2168 16 37583 39767

契税 415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17 15 6033 6565

二、非税收入 1004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42 24 707 1573

专项收入 3825 金融支出 0 80 8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2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412 137 1917 3466

罚没收入 3349 住房保障支出 5503 4036 9539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44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03 13 194 610

三、上级补助收入 42441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707 23 1072 2802

返还性收入 5779 其他支出 183 15 1471 1669

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23540 预备费 5000 5000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4587 债务付息支出 12879 12879

结算补助收入 16653 二、债务还本支出 14906 14906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033 三、上解支出 7006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88 定额上解 1206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15560 事业单位经费上划 4000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505 其他上解 180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32666

合 计 496411 合 计 179928 2614 306863 49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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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蒲城县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18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6618

四、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三、节能环保支出 0

六、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收入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七、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八、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四、城乡社区支出 34760

九、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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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0

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652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三、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四、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污水处理费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六、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五、农林水支出 0

十七、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八、车辆通行费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债务专著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二十、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二十一、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0

车辆通行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及对应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八、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九、其他支出 1211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及安排的支出 1211

十、债务还本支出 7437

十、债务付息支出 4326

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收入合计 46523 支出合计 54352

转移性收入 7829 转移性支出 0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7829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7829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上年结余收入 调出资金

调入资金 年终结余

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调入专项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收入总计 54352 支出总计 5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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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蒲城县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1 年

预算数
项 目

2021 年

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清算收入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五、调出资金

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支 出 总 计

说明：我县 2021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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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 支出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五、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六、失业保险基金

七、工伤保险基金

八、生育保险基金

合计

结转

总计

说明：我县 2021 年无社保基金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