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宣城市 2020 年决算的报告
市财政局局长 蔡修定
（2021 年 8 月 26 日）

市人大常委会：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宣城市 2020 年决算情况报告如下，请
予审议。
一、2020 年决算情况
（一）全市情况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8.4 亿元，增收 3.4
亿元，增长 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4.4 亿元，增长 0.6%，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62%；非税收入完成 64 亿元，增长 4.5%，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38%。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24.8 亿
元，下降 0.2%，其中：民生支出完成 276.2 亿元，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为 85%。
（二）市本级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4 亿元、增长
5.4%，中央和省补助收入 35.5 亿元，按照规定调入政府性基金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6.2 亿元，省转贷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10.3
亿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转入 11.1 亿元，上年结转 1.6 亿元，
预算总收入 93.1 亿元。
2020 年，市本级财政支出完成 63.5 亿元、增长 20%，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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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支出 0.3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9.1 亿元，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8.6 亿元，预算总支出 91.5 亿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1.6 亿元，其中结转下年 1.6 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45 亿元、增长 4.3%，中
央和省补助收入 2.8 亿元，上年结转 12.9 亿元，调入资金 0.2
亿元，省转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1.1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总收入 92 亿元。
2020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68.1 亿元、增长 39.8%，
按照规定调出政府性基金 6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3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78.4 亿元。收支相抵，年
终结余 13.6 亿元，其中结转下年 13.6 亿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市本级社保基金收入完成 66.3 亿元，上年结转 31.9
亿元，基金总收入 98.2 亿元。
2020 年，市本级社保基金支出完成 62.4 亿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35.8 亿元，其中结转下年 35.8 亿元。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0.6 亿元；市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 0.4 亿元，调出资金 0.2 亿元。
5.政府债务情况
2020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59.01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53.53 亿元，专项债务 105.4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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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市本级发行新增债券 26.84 亿元，其中，一般债
券 0.04 亿元，专项债券 26.8 亿元，严格按照预算调整方案用于
对应项目建设。到期政府债务 13.26 亿元，全部通过发行再融资
债券借新还旧。
二、2020 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强化收支管理，确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
一是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围绕年度预期目标，强化财政收入
预期管理，认真分析研判收入形势，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经济下
行以及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强化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管，努力提
升财政保障能力。二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准确把握国家、省宏
观政策导向，做好项目谋划和储备，加大项目申报力度，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拓宽筹资渠道。全市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28.9
亿元，同比增加 2.4 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63.6 亿元，同比增加
23.3 亿元；直达资金 22.3 亿元（其中：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11.7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10.6 亿元）。三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勤俭办一切事业，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等
一般性支出。积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疫情常态化
防控、支持三大攻坚战、落实“六稳”“六保”等重点领域支出。
全市“三公”经费支出下降 3.6%，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
非重点项目支出 3.1 亿元。
（二）发挥职能作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坚决把该减的税减到位、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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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费降到位。全市累计减税降费 35 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
压力，激发企业发展动力。二是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全年拨付各项疫情防控资金 2.6 亿元，确保常态化防控措施全面
落实。建立资金拨付和政府采购绿色通道，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平
稳有序开展。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十一条政策意见，全力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三是支持实体经济做优做强。全市拨付企业
各类政策奖补资金 19.1 亿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产
业基金撬动作用，加大对重大产业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全市
产业投资基金到位 33.7 亿元，累计投资 24.8 亿元，撬动社会资
金 10.7 亿元。
（三）突出民生根本，加快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一是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认真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千方
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全市拨付各类就业专项资金 1.3 亿元,支
持保障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群体就业。
拨付资金 47.9 亿元，保障省定 33 项民生工程、市政府 10 项民
生实事顺利实施，群众知晓度、满意度持续提升。二是大力推进
中心城市建设。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 45.1 亿元，支持中心
城市建设“品质提升年”活动，支持宛陵路和阳德路东向交通主
动脉建设，支持中央生态绿地、宣绩铁路、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
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和老旧小区、棚户区改
造。三是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全市投入资金 17.9 亿元，支持农
村三产融合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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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各类惠农补贴 14.3 亿元，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四）立足科学精准，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
一是支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市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扎实开展资产收益扶贫民生工程，
有效推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二是支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全市拨付污染防治资金 1.2 亿元，重点用于工业
污染深度治理、移动源污染防治、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饮用水
水源地生态保护和土壤污染防治等，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和净土
保卫战。三是积极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开好“前门”服务发展，
坚持规范举债，严格限额管理，妥善处理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堵住“后门”严控风险，严格债务预算管理，足额安排政府性债
务还本付息资金。充分发挥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作用，确保
不发生政府性债务风险。
（五）聚焦惠企利民，切实发挥直达资金实效
一是建立工作机制。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新冠疫
情影响，新增财政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通过建立特殊转移
支付机制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重大意义。及时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直达资金工作总体指导和组织协调，确保各项工作
有序快速推进。二是精准分配使用。根据中央和省管理规定，认
真梳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及时研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迅
速细化落实到符合保民生、保基层运转、保市场主体等工作要求
的具体项目和单位。按规定及时拨付资金，督促项目单位加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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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三是强化监督管控。建立全覆盖、
全链条监控平台和资金使用台账，所有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
标识、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分配、安排和使用等各个环节“有标
识、可追溯”。同时，强化绩效执行监控，推动直达资金有力有
效、安全到位，切实发挥惠企利民实效。
（六）持续深化改革，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认真贯彻实施预算法和新修订
的预算法实施条例。严格预算管理，深化预算信息公开，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积极支持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切实保证人
大依法行使监督权。二是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认真贯彻落实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项要求，初步建立贯穿预算管理事前、
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绩效管理机制。实现绩效目标管理规范性约
束，提升预算编制质量。建立绩效监控制度，严格绩效过程管理；
深入推进绩效评价，建立健全评价结果应用，完善绩效管理考核
体系，促进财政资金聚力提效。三是持续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
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引导企业聚焦主业，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强化国资监管，严格落实企业投融资、财务、产权交易等制
度，加强风险防控，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2020 年，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
题。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财政增收压力很大，刚性
支出不断增加，收支矛盾非常突出；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债务风
险不容忽视；财政资金绩效管理需进一步加强等等。对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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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应对、主动作为，努力加以解决。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积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依法依规强化财政收入预期管
理，稳步提升财政收入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大力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
实各项惠企利企政策，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持续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精心谋划储备项目，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债券额度，支持
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坚持精打细算过紧日子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把每一
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严格预算管理，从严从紧编制年
度预算。坚持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追加。坚决压减一般性支
出，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压缩非刚性、非重点支出。持续优
化支出结构，统筹财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刚性支出支持力度，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三）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精心组织实施民生工程，强化资金统筹，
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支持完善就业创业服务、社会救助、
养老服务、交通和住房保障体系。支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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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公共卫生投入，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资金保障。
（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和业务流程，健全分行业分领域
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
制，积极拓展绩效评价范围，推进绩效管理全过程监控。加强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完善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
削减或取消低效无效资金，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五）深入推进财政重点改革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预算编制
和执行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一体化，提升预算管理规范化水
平。健全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持续深入
推进预决算公开。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稳妥化解隐性债务风
险。加快市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
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六）依法接受预算审查监督
认真贯彻实施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落实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要求，自觉接受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进一步落实人
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要求，完善预算联网
监督机制，提高支出预算和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高度重视建议
提案办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办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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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宣城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284452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634837

上级补助收入

355295

上解上级支出

2939

调入资金

62074

债务(转贷)收入

103050

债务还本支出

91623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转入

110627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86150

上年结余

15640

年终结余

15589

收

入 总 计

931138

其中：结转下年

15589

支

931138

出 总

计

2020 年度宣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50579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681162

上级补助收入

28421

调入资金

1934

调出资金

60074

债务(转贷)收入

311128

债务还本支出

43128

上年结余

128631

年终结余

136329

收 入 总 计

92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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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结转下年

136329

支 出 总 计

920693

2020 年度宣城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企业职工
项 目

合

计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

一、收入

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 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 基本医疗

基金

基金

保险基金

工伤保 失业保
险基金 险基金

981764

846199

54750

54131

6523

9598

10563

663080

594278

32196

26258

752

5771

3825

318684

251921

22554

27873

5771

3827

6738

二、支出

623652

568789

23324

20258

145

7372

3764

三、年末结余

358112

277410

31426

33873

6378

2226

6799

358112

277410

31426

33873

6378

2226

6799

其中：当年收入
上年结转

其中：结转下年

2020 年度宣城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6000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4137

上级补助收入

收

入 总 计

179

调出资金

2000

年终结余

42

6179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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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总

计

6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