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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 

 

2020 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省委、市委、县委

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

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认真贯彻“以收定支”原则，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切实做到有保有压；强化政府债务管理，

用好政府专项债券，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持续加大财政资金

统筹力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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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县本级财政预算编制的原则 

 

一是以收定支，量力而行。根据经济形势和财源实际，按照

实事求是的原则，合理确定收入预算。坚持量入为出，统筹实际

需要与财力可能，科学安排支出预算，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二是依法理财，规范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科学性和资金使用

精准性，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和执行率。严格年度预算约束，坚

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控预算追加事项。 

三是厉行节约，保障民生。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调整优

化支出结构，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项目。突出保基本、兜底线，

强化对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 

四是加强统筹，突出重点。进一步明确财政支出优先方向，

打破预算支出固化僵化格局。持续推进资金整合和统筹使用，加

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集中有限财力保重点。 

五是强化监管，注重绩效。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事

前绩效评估和事中绩效监控，推进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确保

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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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县本级财政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610000万元，增长6.5%。

其中：税收收入安排 427000万元；非税收入安排 183000万元。

按征收级次分：县本级 337000万元，乡镇级 273000万元。按征

收部门分：税务部门 427000万元，财政部门 183000万元。 

按现行财政体制算账，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10000万元，

加上上级返还性收入、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划转区域财力

补助，动用预备费，调入资金，减去上解上级支出，加上 2020年

上级财政下达我县的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6999 万元和上年结转

结余 6023万元，实际可供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738161万

元，增长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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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经费预算的说明 

 

2020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1238

万元，比上年减少 65 万元，下降 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8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24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 430 万元。总额下降主要原因：县直各部门严格

落实厉行节约规定，进一步压缩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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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情况 

 

2020 年我县预计全年收到上级转移支付 24.9 亿元（含提前

告知数），其中：税收返还 2.2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16.3 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 6.4 亿元。 

2020 年我县收到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4815 万元。 

转移支付资金按照上级要求的使用办法及支出科目进行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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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情况 

（一）2019 年政府债务执行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省

财政厅下达我县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66.9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121.5 亿元，专项债务 45.4 亿元。2019 年底我县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 127.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91.6 亿元，专项债

务 35.9 亿元。债务余额不超过规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

可控。 

（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情况 

经过积极争取，省财政厅核定我县 2020 年新增债券 148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10600 万元，专项债券 137400 万元，按

要求纳入预算管理。 

按照财政部要求，2020 年新增债券资金要依法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重点用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污染防治、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农村公路、棚

户区改造、高速公路、重大铁路、重大水利工程、城镇基础设施

等重点领域，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

项目支出。 

（三）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安排意见 

根据新增债券使用要求，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县本

级预算安排情况，新增一般债券 10600 万元主要用于县城内道路

工程 2200 万元，乡镇中小学新建工程 2200 万元，园区道路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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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设施建设 2200 万元，园区市政道路建设 1200 万元，廊道绿化

项目 1300 万元，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建设 1500 万元；新增专项债

券 137400 万元，主要用于广惠街马顶堡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18800 万元，汽车客运南站新建工程 5000 万元，中医院新院区

建设项目 19400 万元，职教中心 10000 万元，广惠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 3000 万元，万滩镇卫生院迁建项目 2500 万元，

狼城岗镇中心卫生院迁建项目 3000 万元， 狼城岗第二水厂新建

项目 1900 万元，公共交通综合服务项目 29500 万元，生活垃圾

分拣中心项目 4500 万元，青年设计师创业基地 10000 万元，规

划设计专业园孵化器项目 5000 万元，新能源标准化厂房项目

20000 万元，体育中心建设项目 2000 万元，青少年活动中心项

目 2800 万元。 

（四）2020 年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省财

政厅下达我县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81.6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122.5 亿元，专项债务 59.1 亿元。2020 年底我县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 139.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92.3 亿元，专项债务

47.5 亿元。债务余额不超过规定的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五）还本付息情况 

2020 年还本预算数 129742 万元，付息预算数 30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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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编制范围及安排原则 

 

一、编制范围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主要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

土地开发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污水处理费等。 

二、安排原则 

1.量入为出。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额缴入国库，先收后支，先

批后用，使用计划安排应综合考虑上年实际情况、本年变化因素

及事业发展需要，保证基金预算科学、合理。 

2.专款专用。根据《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办法》（财预字〔1996〕

435 号）的规定，政府性基金应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3.统筹使用。集中财力保重点，与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融合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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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20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200000 万元，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新增债券收入等转移性收入 37530 万元，收入合计

1237530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040168万元，加上上解

资金、调出资金等转移性支出 197362 万元，支出合计 1237530

万元。收支相抵，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县本级政府

性基金具体安排如下：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的通知》（国发〔2006〕100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和财政

部国土部《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

综〔2007〕17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国土资源

厅<河南省土地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

38 号）规定，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

（不含代收代缴税费）的 2%计提。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

出、土地开发支出。 

2020 年县本级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计划 2.2 亿元，支出相

应安排 2.2 亿元。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依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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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建〔2004〕174 号）设立和征收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

土地出让金。按规定从征收的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专项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

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地开发。 

2020 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计划 0.4 亿元。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的通知》（国发〔2006〕100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规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包括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

使用要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国有土地租金收入和划拨土地使用

者上缴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

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和城市建设支出等。 

2020 年县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计划 110.08 亿元，

支出相应安排 89.97 亿元。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07〕170 号）规定征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凡在郑州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含临

时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城市配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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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标准按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计征，每平方米征收 170 元，资

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2020 年县本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计划 6.5 亿元，支出

相应安排 6.5 亿元。 

五、污水处理费 

根据《污水处流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和《河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关于转发财

政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订 2015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的通知>的通知》（豫财预〔2015〕156 号），在政府性基金中增

设“污水处理费收入”，反映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收取的污水处理

费。删除一般公共预算科目中的“城市污水处理费”。 

2020污水处理费收入计划0.1亿元，支出相应安排0.1亿元。 

六、债务付息支出 

2020 年债务付息支出安排 1.2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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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的原则、范围和方法 

 

一、编制的原则 

一是依法建立，规范统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建立，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县社会保险

政策，按照规定的范围、程序、方法、表样和内容编制。 

二是统筹编制，明确责任。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统筹层次

和统筹地区编制执行，统筹地区根据预算管理方式，明确本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的责任。 

三是专项基金，专款专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挤占或挪作他用。 

四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平衡，

适当留有结余的原则。 

二、编制的范围 

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三、编制的方法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坚持收支平衡，适当留有结余，不得出现

赤字。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时综合考虑上年度基金预算执

行情况、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规划、社会保险政策和财政补助政策等因素。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草案的编制应按照收入项目分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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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算。社会保险费收入应根据社会保险参保人数、保险费率、

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等因素，结合社会保险征缴

扩面任务合理确定。财政补贴收入应统筹考虑上年度财政补助水

平，并剔出不可比因素后加上本年新增补助综合分析填列。利息

收入按照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及个人账户基金按规

定运营取得的投资收益等合理测算。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要按照上年度执行情况合理测算2020

年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草案的编制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项

目和标准进行测算，考虑近年基金支出变化趋势，综合分析人员、

政策等影响支出变动因素。各地要严格执行各项社会保险待遇规

定，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政策落实，不得随意提高支付标准、

扩大支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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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一、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根据汇编预算，2020 年我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 30626

万元，增长 22.8%。具体情况如下： 

1.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0 年预算收入为 30626 万

元。 

二、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根据汇编预算，2020 年我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为 33573

万元，增长 26.2%。具体情况如下： 

1.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20 年预算支出为 33573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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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20 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00 万元，下降 50%。

支出预算按以收定支的原则编制，原则上用于国有投融资公司资

本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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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国家以社会和

经济管理者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国家

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 

政府预算体系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

构和管理活动。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

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

方本级收入、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

政府的上解收入。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地方本级支出、

对上级政府的上解支出、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

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

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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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口径财政收入指我县辖区内实现的中央级、省级和县级

（含县本级和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

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 

地方财政总收入指在我县辖区内实现的全口径财政收入扣

除以下项目后的收入：基金预算收入，中央级和省级非税收入，

海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属于中央的铁

路运输、国有邮政、银行、石油、石化企业所得税。 

非税收入是指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

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

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征收、收取、提取、募集

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以外的财政收入。 

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是指以前缴纳营业

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增值税只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

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从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

目的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赋税，促进产业和消

费升级、培育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财政专户是各级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设

的资金账户，用于特定资金的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按照核算管

理的资金类型，财政专户主要包括四类：专项支出财政专户、社

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非税收入收缴财政专户、外国政府和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赠款财政专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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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储备

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视预

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基金的安排使

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

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

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条件下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一项重要制

度，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按

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由

下级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使用。在一般性转移支付

的具体构成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主体，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

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等客

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分配。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目标，给予下级政府的资金补助，由下级政府按照上级政府规

定的用途安排使用。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

的政策，重点用于农林水、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

交通运输、节能环保等领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

共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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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

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即“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

评估兑现”，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随着服务型

政府的加快建设和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将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是指以政府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制

度为基础，以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履行受托责任

情况，为实现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坚实

的会计信息基础和管理手段的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运用一定的考核办法、量化指标及评

价标准，对部门为实现其职能所确定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

为实现这一目标安排预算的执行结果所进行的综合性考核与评

价。其目的是通过对部门绩效目标的综合考评，合理配置资源，

优化支出结构，规范预算资金分配，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和效

率。 

公务卡公务卡是金融机构为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发

放，主要用于公务活动开支的一种贷记卡。公务卡是将传统现金

支付结算改为用公务卡支付结算，适用范围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

原使用现金结算方式的零星商品服务支出，包括差旅费、招待费、

设备购置费、办公费、会议费、咨询费、租赁费、邮电费、水费、

电费、维修费等费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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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

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

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PPP 模式

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政府与社会

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

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

休后，从政府和社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物质帮助和服务的一

项社会保险制度。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以保障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建立个

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养老待遇由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

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老金待遇职工退休后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领取的养

老待遇资金，由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

成。 

职业年金是指用人单位在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为职工提供的补充保险，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组成的养老保险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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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为职工提供退休收入保障的养老保险金制度。 

企业年金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

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

建立的，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补充性养老

金制度。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由政府部门承办，补偿劳动者因疾

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

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参保人患病就诊发生

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由政府部门承办，补偿城镇非从业

人员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通

过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参保人患病

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

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各级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

务，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在规定的某些特

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以及因此造成死亡、劳动

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劳动者以及工亡者供养亲属能够

从国家、社会得到必要的物质补偿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由政府负责建立基金，

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而失去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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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物质帮助及再就业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在劳动者因生育子女而暂时中断

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及时给予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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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 

表一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表二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表三 2019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表四 2019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表 

表五 2019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表六 2019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表七 2020 年中牟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 

表八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 

表九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表十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十一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总表 

表十二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明细表 

表十三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政府预

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表十四 2020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表 

表十五 2019 和 2020 年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 

表十六 2019 年政府一般债务分地区限额余额情况表 

表十七 2020 年政府一般债券安排项目情况表 

表十八 2019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表二十 2019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32 

表二十一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表二十二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表二十三 2019 年和 2020 年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表 

表二十四 2019 年和 2020 年政府专项债务分地区限额余额

情况表 

表二十五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表二十六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表二十七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表二十八 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明细表 

表二十九 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总表 

表三十 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表三十一 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表三十二 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表三十三 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表三十四 2020 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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