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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沙坡头区 2020 年财政决算和
2021 年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1年8月31日在沙坡头区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

中卫市沙坡头区财政局局长 赵爱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沙坡头区

2020年财政决算和 2021年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请审议。

一、2020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谋划“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财政工作在区委、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

沙坡头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紧紧

围绕区委、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财政平稳运行，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实现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不误、两促进”，财政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9亿元，为预算的 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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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收入 2.43亿元，为预算的 103.76%；非税收入 0.16

亿元，为预算的 168.42%。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0.5亿元、上年结

转资金 0.35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2.23亿元，全口径收入为

25.68亿元。

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74 亿元，为变动预算的

98.78%，同比增长 27.17%。加上债务还本支出 0.48亿元、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15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0.31亿元，全口径

支出为 25.68亿元。

按照预算法及相关规定，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全

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以后年度预算缺口。据此，将超

收收入1532万元补充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滚存余额1865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沙坡头区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474万元，加上

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5593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69万元，

全口径收入 613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6117万元，为

变动预算的 99.69%。加上结转下年支出 19万元，全口径支出为

6136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沙坡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2 万元，为预算的

120.59％。支出完成 48万元，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0万元，

结转下年支出 14万元，支出总计 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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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0年安排预备费 1100万元，按规定程序动用了 1100万

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拆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黄河

南岸应急抢险工程、非洲猪瘟防疫等方面。

（三）政府债务情况

2020年，自治区核定沙坡头区政府债务限额 9.65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9.3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0.33亿元。截至 2020

年底，沙坡头区政府债务余额 7.8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7.55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0.33亿元，未超出限额，债务规模总

体可控。2020年自治区转贷沙坡头区新增一般债券 1.75亿元，

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医疗机构扩规提质等重点项目建设；转

贷再融资债券 0.48亿元，缓解了地方还本压力。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0年开展绩效专题培训 4场（次），进一步提高各预算

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将部门预算编

制与绩效目标设定相结合，实现部门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全覆

盖，逐步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在组

织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对 63个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涉及扶贫、水利、环保、农业等领域，为财政部门科学合理安排

预算资金提供重要依据。

2020年预算执行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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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收因素凸显，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二是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加大，

收支矛盾更为突出；三是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不强，财政资金使用

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区审计局也对沙坡头区 2020年预算执行

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审计

报告反映的问题，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制度认真进行整改。

二、落实沙坡头区一届人大八次会议决议情况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认真落实区一届人大八次会议有关决

议，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先行市为总体目标，统筹推进财政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积极作用，为继续建设经济

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沙坡头区提供坚强财力

保障。

（一）上半年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6月份，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7亿元，为

预算的 61.62％，同比增长 41.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44亿

元，为预算的 57.47%；非税收入完成 0.23亿元，为预算的 113.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57亿元，为变动预算的 49.51%，同比

下降 9.11%。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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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份，沙坡头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69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11万元，为变动预算的 23.76%，同比

增长 154.22%。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1－6月份，沙坡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53万元，

为预算的 117.7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49万元，为预

算的 100%。

（二）上半年财政重点工作

1.全力组织财政收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与税

务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发挥综合治税作用，严格依法征收、应收

尽收；深挖非税收入增长潜力，强化征收管理，确保及时足额入

库。上半年，沙坡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紧盯中央、自治区政策方向和扶持关键

领域，积极争取到位各类资金 11亿元，重点支持教育卫生、乡

村振兴、生态环保、农村公路等项目建设，缓解本级财政压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取到位政府债券资金 2亿元，实施一批

补短板项目，有效发挥投资拉动作用。

2.强化财政资金统筹，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过“紧日子”要求，从严从紧安排预算，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

性、非重点项目支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全力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清理盘活存量资金，统筹用于重点支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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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扩大直达资金监管范围，发挥直达资金在快

速直达、惠企利民、纾困解难方面的关键作用，切实把每一笔钱

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

范化解，抓实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动态监控债务变化情况，

确保政府债务规模在合理区间，总体可控。实时监控“三保”运行

情况，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防止发生金融领

域风险。

3.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紧紧围绕自治区

九大产业战略布局，统筹资金 1.53亿元，大力支持奶产业、鸡

产业、苹果产业、设施蔬菜等养殖业和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

发展，推进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自治区级农业绿色

发展示范区。投入资金 3,800万元，用于东园美丽小城镇建设、

一村一年一事”行动、44个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和 3个整村推进项

目，实施村道硬化及排水、渠道砌护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有效改善农村面貌及群众生活环境，增强群众幸福感。

安排资金 1.38亿元，用于黄河流域沙坡头区段综合治理、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可再生能源、国土绿化等，

坚决打好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植绿增绿“三个大会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构建一体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完善农业保

险协办机制，在全面提高覆盖率的同时，充分发挥在防范和化解

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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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4.聚焦“四大提升行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筹措资金 2.32

亿元，支持贫困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百万移民致富

提升行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狠抓就业创业政

策不放松，安排资金 1,864万元用于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公益性岗位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为稳定就业营造了良好环

境，努力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坚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投入资金

1亿元用于“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薄弱环节改善、学前教

育等，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全面提升基础教育

质量。投入资金 5,275万元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及疫

苗接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建设、

公立医院改革等，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全民健

康水平。安排资金 1亿元，用于发放城乡低保、高龄、特困供养、

孤儿、残疾人等困难群众救助及伤残抚恤和退役士兵安置，有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着力提升民生

保障能力。

5.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激发财政发展活力。按照中央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三年目标任务，积极组建中卫市鑫沙建设有限公司，

重新调整优化国有企业布局，完善监管机制，健全薪酬制度，推

动国有企业改革走深走实。成立宁夏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沙坡头分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有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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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企业融资困难，增强担保体系抗风险能力。严格落实政府采购

负面清单，加大政府采购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进一步构建规范

透明、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环境。积极筹措资金为乡镇配备车辆、

执法记录仪、制式服装等执法设施设备，全力支持基层整合审批

服务执法力量改革。以沙坡头区生态灌区合同节水管理特许经营

项目为抓手，摸清灌区水利基础设施基本底数，对接咨询公司、

国开行完善“两评一案”报告，做好融资前置工作，深入推进“四

权”改革。

6.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运行效率。扎实开展政府采

购领域专项治理，通过自查自纠、重点检查、专项抽查三个阶段，

着力治理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牢固树立“讲绩效、重绩效、

用绩效”理念，加强业务培训，开展综合考评，进一步增强支出

责任和效率意识，实现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有效结合，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走深走实。坚决贯彻落实“三公”经费压减政策，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较上年下降 14.27％。强化资产监管，组

织上报资产月报、年报，落实区政府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提升国有资产管理透明度和公信力。组织对政府预

决算、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提升预决算公开质量。开展政府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培训，

提升财务人员业务水平，推进单位高效运行。

三、下半年工作思路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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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财源，不断推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始终把稳增长、

优结构放在首要位置,坚持从“质”和“量”两方面发力,围绕沙坡头

区“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作用，支持新型高端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今后产业

发展和税收增收奠定基础。财税部门通力协作，严格依法征税，

强化征管，堵塞跑、冒、滴、漏，确保税收收入稳步增长。加强

非税收入管理，提高执收效率和水平，促进非税收入依法征收、

应收尽收。准确把握国家、自治区产业、行业支持重点，紧盯中

央和自治区投资导向，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增强财政实力。

（二）调结构，不断促进财政支出保障有力。坚定不移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自治区九大产业战略布局，大力支持有

效投资、高效投资，调整优化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促进经济增

长。全力支持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植绿增绿“三个大会战”，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贫困村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支持力度，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围

绕“四大民生行动”，全力保障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

域政策落实，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三）促改革，不断激发财政发展内生动力。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加大资源统筹力度，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提升预算管

理水平。加大对行业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监管力度，加强与纪委监

委、审计部门沟通合作,积极运用绩效管理成果，实现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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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成果互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发挥

中卫市银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功能作用，聚焦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化考核激励办法，保持较

低费率水平，切实有效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缓

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四）防风险，不断增强财政防控风险能力。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严格债务风险源头管控，从严审核政府投资类项目资金来

源，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用好用活地方政府债券，重点支持乡村

振兴、生态环保、教育、卫生等基本民生领域。利用市县“三保”

及刚性支出动态监控系统，对“三保”保障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

潜在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切实做好财政风险应急处置工作，确保

财政平稳运行。加强金融领域重大风险防控，对不稳定因素高度

警惕、快速应对，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