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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田市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各位代表：

受和田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及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各位代表

及委员提出意见。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

监督支持下，紧紧围绕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切

实增强财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力在财税征管、“三保”

保障、脱贫攻坚、防范风险、财政改革等方面铆足干劲、下足功

夫、攻坚克难，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一、财政收入预算完成情况

2020 年和田市地方财政收入（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97325 万元，同比增收 120756 万元，增

长 68.4%。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671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106700 万元的 100%，同比增收 5090 万元，增长 5%，其中：税

收收入完成 77942 万元，同比减收 2507 万元，下降 3.1%；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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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完成 28775 万元，同比增收 7597 万元，增长 35.9%。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90608 万元，完成预算 175857

万元的 108.4%，同比增收 115666 万元，增长 154.3%。其中：土

地出让金收入完成188598万元,完成预算173797万元的108.6%,

同比增收 117062 万元,增长 163.6%。

二、财政支出预算完成情况

2020 年和田市地方财政支出完成 870861 万元(含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584407万元，同比增支18759

万元，增长 1.9%。其中：

（1）人员支出 22667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8.8％。

（2）商品和服务支出 466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8％。

（3）专项支出 35306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0.4％。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86454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

83000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支出完成 186177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337 万

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3511 万

元，当年结余 2826 万元。

四、2020 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坚持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扛起疫情防控政

治责任

一是开启物资采购“绿色通道”，相关部门、单位使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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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货物、工程和服务，以满足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实行紧急采购。二是积极筹措资

金，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力度，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费需求，确

保了相关部门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疫情防控。三是有序规范组

织资金调度，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积极协调

人民银行、工商、农业等多家银行，开通资金支付绿色通道，

及时足额支付疫情防控资金。

（二）坚持对标看齐的总体要求，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致力打好防范风险攻坚战。将所有隐性债务全部纳入

财政部隐性债务监测平台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动态监控。督

促各部门化解隐性债务，引导各部门加强隐性债务管理，压减

隐性债务规模。坚决杜绝了违法违规融资举债，实现全年“零”

举债。二是致力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严格执行《和田市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田市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管理办法，做到扶贫资金闭

环管理。2020 年各类扶贫资金到位 12.59 亿元，其中：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4.79 亿元、涉农整合资金 3.2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 4.6 亿元。有效改善了过去财政涉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

合理的状况，全市扶贫资金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三是致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投入机制，落实生态

优先政策，围绕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水污染防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生态修复与保护等，积极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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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科学精细的绩效标准，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着重解决财政资源配置和使用中的低效无效问题，不

断推动政府效能提升，实现绩效管理“两个覆盖”（即：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覆盖所有部门预算、预算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

性金实施全过程）。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快推进

信息化建设，2020 年预算单位全部入驻政府采购云平台，逐步

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实现实时、精准的监管和服务。全年共完

成政府采购计划 3.11 亿元，节约资金 3637.89 万元，节约率

11.7%。三是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成立工作专班，主动担当，定期清理，坚决杜绝 28 项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审核、办理、发放、管理、使用等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通过积极向上级申请相关资金、盘活市级存量和压减一般性

支出等有效措施，保障了刚性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需求。2020

年各类民生投入共 51.1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4.4%。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农林水、科技、文化、体育等事业资金

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全市上下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宏观经济转型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全市财政工作经受住了严峻

的考验和挑战，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主要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受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税降

费以及新冠肺炎影响，财政增收进一步放缓，随着民生保障不断

提标扩面、债务偿还，支出压力不断增大，市级财政运行十分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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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

加以解决。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引领，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市委扩大会议精神，严格落实预

算法，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准确性。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

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

点项目支出，突出公共财政导向，全力保障“三保”支出需求，

着力构建全面规范、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按照 2021 年和田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21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如下：

一、财政收入计划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完成120100万元，同比增收13383

万元，增长 12.5%，其中：税收收入 97865 万元、非税收入 22235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计划完成 159268 万元，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674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

入 2087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00 万元、政府性基金

补助收入 336 万元。

二、财政支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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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389992 万元，其中：人

员工资福利和对个人的补助支出 26255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67.3%；商品和服务支出 835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1%；项目支出 11907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6%。根据和田市实际情况按功能科目和经济科目支出计划

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 4716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1%；

（2）公共安全 5097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

（3）教育 106576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3%；

（4）科学技术 159 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16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0.6%；

（6）社会保障和就业 5106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

（7）卫生健康 3989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2%；

（8）节能环保 793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

（9）城乡社区 708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

（10）农林水 5309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

（11）交通运输 416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1%；

（12）商业服务业等 133 万元；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95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0.2%；

（14）住房保障支出 885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7 -

2.3%；

（15）粮油物资储备 130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3%；

（1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56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0.1%；

（17）预备费 310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8%；

（18）债务付息支出 855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

2、专项上解支出 1153 万元。

3、债务还本支出 9727 万元。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159268 万元，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6497 万元（还隐性债

务 35158 万元，其中：本金 28058 万元、利息 7100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20248 万元，其中：本金 13500 万元、利

息 6748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2087

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336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

排的支出 100 万元。

三、财政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入库 120100 万元，中央及自治区

财政各项补助 28077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400872

万元。收支相抵，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计划入库 159268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计划安排 159268 万元。收支相抵，2021 年政府基金

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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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计划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7515 万

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078 万

元，当年结余 3437 万元。

五、2021 年财政工作重点

（一）优先足额保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预算

支出。坚持以“三保”为基本，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确保“三

保”支出预算不留缺口，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积极盘活资金，

增强“三保”支出保障能力。2021 年“三保”支出预算为 270913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1.6%。其中：保工资 154994 万

元，保运转 8357 万元，保基本民生 107562 万元。

（二）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建立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的跟踪

回访、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预算项目的调整变更、追加、取消的

审批规范制度。健全财政预算收支预算的约束机制。按公共财政

要求，依据系统科学的预算编制标准，深化、细化预算编制。

（三）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严格执行扶贫

项目资金报账制、公示制和审计制。以完善乡（镇）、村级扶贫

资金管理机制为抓手，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

治，不断构建常态化、多元化监督检查机制，对财政扶贫资金使

用管理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问责，保障扶贫资金安全高效

使用。

（四）时时掌握债务到期情况，提前进行资金储备，保证债

务到期及时偿还。同时，全面了解国家关于政府债务的管控及金

融市场的最新政策法规，吃透精神，确保政府债务化解工作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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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要求紧密衔接，及时跟进；做到负债有后援，资金有保证，

管理制度化，偿债法制化，杜绝政府债务出现跑冒滴漏或者逾期

甚至无法偿还等现象的发生。

（五）对各财政专户的沉淀和滞留资金进行清理，对一些长

期滞留专项资金，加大收回及统筹使用力度。进一步健全盘活财

政存量资金长效机制，从制度上避免新的存量资金的产生。

（六）按照直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现资金快速下达至各

单位，加强直达资金源头管理，完善监控系统要素信息，把好财

政“关口”，确保直达资金使用全程可监控、可追溯，切实发挥

直达资金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作用。

各位代表，2021 年，我们将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指引下，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自觉

接受市人大的监督，认真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切实贯彻落

实好本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和要求，以更开阔的思路、更昂扬的精

神、更得力的措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确保 2021

年财政收支预算任务的全面完成，为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的

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