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宜兴市 2020 年全口径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全口径预算草案的报告
市财政局局长

狄胜君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宜兴市 2020 年全口径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全口径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
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0 年全口径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5891 万元，增长
3.02%，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00.0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75537 万元，增长 0.81%；非税收入完成 200354 万元；税收
占比 84.3%。
2020 年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24446 万元（包括当
年度本级财力、上级转移支付、省级新增债券、调入资金和上
年结转等形成的支出），
增长 14.14%，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93.5%。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5891 万元，加上级补助
收入 306068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23000 万元、上年结转
140852 万元、调入资金 3913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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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111 万元。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24446 万元，
加上解上级支出 273263 万元、债券还本 119077 万元、结转下
年 120325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 223711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市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41824 万元，加上
级补助 45824 万元、上年结转 57734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77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为 1422382 万元。2020 年
全市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52689 万元，加债务转贷支出
115620 万元、调出资金 300000 万元、结转下年 54073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为 1422382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市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8897 万元（其中：
利润收入 5802 万元，清算收入 1009 万元，其他收入 12086 万
元），
加上年结转 45885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为 64782
万元。2020 年全市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6691 万元（其
中：改革成本支出 191 万元，其他支出 16500 万元）
，加调出
资金 23088 万元、结转下年 2500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
支出为 64782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0 年全市完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820487 万元，动用
历年结余 244283 万元。2020 年全市完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 10180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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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锡市政府和宜兴市政府相关派出机构预算执行情
况
1、经济技术开发区。2020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954
万元，增长-3.5%，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200 万元，
增长-0.3%，
上解支出 84754 万元。2020 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4367
万元，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4367 万元。
2、环保科技工业园。2020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4065
万元，增长 4.4%，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039 万元，
增长 1.6%，
上解支出 53026 万元。2020 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3275
万元，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3275 万元。
3、宜城街道。2020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308 万元，
增长-12.5%，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966 万元，增长 1.9%，
上解支出 91342 万元。
4、新庄街道。2020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111 万元，
增长 19.8%，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200 万元，增长 6.3%，
上解支出 16911 万元。2020 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24 万
元，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24 万元。
5、芳桥街道。2020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234 万元，
增长 24.3%，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71 万元，增长 1.2%，上
解支出 7863 万元。
（六）2020 年全市财政改革发展和“十三五”以来全市财政
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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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市财政部门紧扣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实施
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全力服务产业强市主导战略，积极
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和疫情影响应对工作，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兜牢“三保”底线，继续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为宜兴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 年财政工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全力破解财政运行困局，综合财力再上新台阶。面对经
济下行、减税降费、疫情冲击等因素叠加影响，市财税部门充
分发挥“高质量”及“稳增长”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有效压
实涉税部门和基层板块的主体责任，确保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积极推广无锡市综合治税宜兴现场会成果，更好发挥基层“红
网格+税格”治理优势，完善综合治税体制机制，财源建设和管
理水平进一步提高。2020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税
收增幅、税收占比三项指标在无锡市八大板块中均列第6位；全
市土地出让收入达101亿元，同比增长25%，首次突破“百亿”
大关；全市综合财力达245亿元，比上年增长29亿元，为财政收
支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2、聚焦产业强市主导战略，财政支撑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加强涉企收费监管力度，确保应
减尽减、应免尽免、应退尽退，全市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31.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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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突出贡献、绩效和时效导向，会同相关部门调整优化“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财税收入稳增长”政策，制定出台总
部经济、数字经济等产业专项扶持政策和应对疫情影响 21 条政
策意见，全年兑现各类奖扶资金 13.5 亿元，帮助企业有效对冲
疫情影响，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加大对
上争取力度，全年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28.81 亿元，其中：
抗疫特别国债 3.83 亿元、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2.13 亿元；争取政
府债券资金 20.7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5 亿元、专项债券 18.2
亿元。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促进基金有序运行，提高财政
出资效益，其中：江苏疌泉绿色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已经投资 5
个项目共计 4.26 亿元，投资的 2 家公司分别成功登陆科创板和
创业板，基金运作初见成效。
3、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民生保障水平得到新
提高。一方面，坚持量入为出、有保有压、可压尽压。制定出
台我市《关于优化支出结构带头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三公”经费管理，控制
行政经费支出，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预算分别压减 10%、
20%。严格规范预算追加行为，成立预算追加联合会审组，建立
预算追加联合会审机制，不断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另一方面，
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基本民生。坚持把保障民生支出
摆在首位，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民生领域资金需求，切实兜
牢兜实民生支出底线。全年全市民生支出达 148.71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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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 86.24%，较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创近年来新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
增强。
4、积极稳妥推进财政改革，财政治理能力实现新提升。以
构建规范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为目标，进一步细化全口径
预算编制，强化四本预算的有效衔接和统筹安排，依法推进预
决算信息公开，切实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继续深化“开门编预
算”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开展重点项目事前绩效
论证，试点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使宝贵的财政资金发
挥更大效益。稳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研究出台投资决策委员
会议事规则、薪酬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实施方案等文件，不断规范国有产权交易、
评估行为，依法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进一步提升
了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全面实施全口径债务联合管控机制，坚
决防止新增政府隐性债务；有效压减融资主体，全面压降债务
成本，不断优化债务结构，超额完成年度化债任务，债务风险
等级稳定在橙色区间，债务率稳中有降。
各位代表，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回顾“十
三五”，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市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强化责
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奋力攻坚克难，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呈现出财政实力持续增强、民生保障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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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助推发展更加有效、财政改革全面深化的良好局面。
“十
三五”期间，
全市财政总收入从 189.49 亿元提高至 315.9 亿元；
综合财力从 149 亿元提高至 245 亿元，净增财力 96 亿元，年均
增长 1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108.65 亿元提高至 127.59 亿
元，年均增长 4.47%；民生支出从 93.29 亿元提高至 148.71 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逐年增长；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
新增减税降费近 100 亿元，兑现各类奖扶资金 46 亿元，对上争
取转移支付资金 122 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更加可靠的财力支撑。“十三五”期间，我们勠力同心、接续
奋斗，不仅取得了一个个优异的成绩，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沉
甸甸的荣誉，宜兴市获评“全国财政管理先进市县”，宜兴市
财政局已连续两年获评江苏省财政重点工作考核一等奖并被江
苏省政府办公厅通报表扬、连续两年获评“全省法治财政标准
化管理优秀单位”，丁蜀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被财政部表彰为
“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周铁镇财政局获评“全省财政系
统先进集体”，宜兴财政各项工作继续保持了在全省乃至全国
的领先地位。
二、2021 年全口径预算安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
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我市经济发展趋势，2021 年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346065 万元，增长 5.5%。
2021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865163 万元，增长
7

7.35%。
2021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1346065 万元，加上级
补助预计 340000 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预计 30000 万元、上
年结转预计 120325 万元、调入资金预计 390000 万元（从政府
性基金预算调入 280000 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25003
万元，其他调入 8499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共 2226390
万元。2021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851163 万元，
加上解上级支出预计 260000 万元、债劵还本预计 18600 万元、
结转下年预计 9662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共 2226390 万
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根据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政府性债务刚性压降、
政府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等情况，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预期 1229000 万元，加上级补助预计 13000 万元、上年结转
预计 23734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预计 205000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总收入共 1470734 万元。2021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拟安排 1077800 万元，加调出资金预计 280000 万元（调出
至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年预计 28734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
842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共 1470734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
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31776 万元（其中：
利润收入 26493 万元，清算收入 170 万元，其他收入 51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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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加上年结转 2500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共 56779
万元。2021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安排 31776 万元
（其
中：改革成本支出 450 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2827 万元，
其他支出 8499 万元）
，加调出资金预计 25003 万元（调出至一
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共 56779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2021 年全市社保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874093 万元，社保基
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955592 万元，需动用历年结余 92853 万元。
（五）无锡市政府和宜兴市政府相关派出机构预算收支安
排
1、经济技术开发区。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78149 万元，增长 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84920 万元，
增长 10%，上解支出预计 93229 万元。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预期 80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80000 万元。
2、环保科技工业园。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14472 万元，增长 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56143 万元，
增长 10%，上解支出预计 58329 万元。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预期 70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70000 万元。
3、宜城街道。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20213
万元，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21563 万元，增长 8%，
上解支出预计 98649 万元。
4、新庄街道。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3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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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4124 万元，增长
7%，上解支出预计 18095 万元。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
期 59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59000 万元。
5、芳桥街道。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 17370
万元，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8957 万元，增长 7%，
上解支出预计 8413 万元。
（六）2021 年财政工作主要思路及“十四五”财政发展展望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市财政部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
讲话精神，聚焦我市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和产业强市主导战略，
紧扣“六稳”
“六保”工作主线，坚决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
为宜兴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实的财
政保障。
1、加强财源建设，不断增强财政综合实力。一是服务企业
稳存量。聚焦重点板块和重点税源，紧盯关键环节和关键时点，
深入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高效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切实
为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精准服务，努力推动形成“企业加快发
展-财政持续增收-加力支持企业-财源巩固拓展”的良性循环。
二是深入挖潜拓增量。紧密跟踪我市企业限售股减持、利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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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权转让和涉房涉土税源动态变化情况，密切关注我市
工程建设领域项目登记、建设进度、纳税情况，确保潜在税源
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花大力气培育招引总部企业，大力发展
枢纽经济、数字经济，充分挖掘税收增长潜力。三是综合治税
优机制。按照无锡市综合治税示范点现场会的部署要求，积极
推广宜城街道“红网格+税格”综合治税管理经验，进一步发挥
“大数据+铁脚板+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优势，全力打好信息
共享、政策激励等“组合拳”，推动构建“财税部门牵头、涉
税部门协作、基层板块联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综合治税新格
局。
2、突出积极有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是全力保
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坚持把支持推进创新驱动核心
战略、产业强市主导战略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超前研究
论证各类支出政策，全力支持我市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产
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有效
用好政府投资基金，设立运作新动能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招引
集聚一批基金管理公司和优质市场化基金，优先支持在宜兴落
地的重大产业项目、科创项目，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在实体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促进作用。三是积极争取并用好政府债券。
会同相关部门规范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扎实做好项
目申报，积极主动对上争取，进一步提高新增债券额度占无锡
大市的比重。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将专项债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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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要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有效支持补短板、
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全力以赴防范化解风险。全面
落实我市全口径债务管控的各项举措，在调结构、降成本、防
风险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住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底线。抓
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认真落实化债计划，确保
化债任务全面完成。
3、优化支出结构，持之以恒加强民生保障。一方面，坚决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全方位做好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工作，
进一步完善预算追加联合会审制度，从严从紧管好财政支出，
科学制定支出政策，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确立零基预算理念，
强化支出标准建设，打破基数概念和预算支出固化僵化格局，
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做到集中财力办大事。
另一方面，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的原则，加强财政民生支出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健康宜兴”
建设，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产业，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支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4、深化财政改革，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一是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严格执行新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继续推
行“开门编预算”，探索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试点开展
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快推进重大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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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论证，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
准化水平。研究出台新一轮市镇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二是稳步推
进国资国企改革。研究制定支持国企改革发展、优化国资决策
机制、激发国企发展活力等各类政策制度，为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企资产负债匹配相关工
作，盘活沉淀资产，显化资产效益，切实减缓改革起步阶段国
企运营的债务压力。三是加快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严格
落实新颁发《政府投资条例》，优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
程资金需求。深入研究事关我市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融
资模式，组合用好政府债券、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
政府购买服务、国家政策性信贷支持等方式，有效平衡好项目
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充分发挥国企集团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
积极作用，努力为国企集团做强主业创造条件、做大做实资产
拓展空间。
各位代表，“十四五”时期，是我市发展特别重要、极端
关键、十分紧迫的一个转折期，是我市机遇叠加、优势彰显、
跨越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更是我市负重前行、不容有失、突破
质变的战略突围期。市财政部门将紧紧围绕市委十三届九次全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在助推“双
招双引”上提供新支撑、在支持城乡建设上体现新担当、在创
新体制机制上闯出新路子、在改善民生福祉上展示新作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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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勇做全省“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先行军、
“强
富美高”建设示范区、高质量发展领跑者，提供坚强有力的政
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45.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60.5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为 85.2 亿元。
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35.8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54.47 亿
元、专项债务 81.38 亿元。
2、2020 年，省级分配我市新增债券额度为 20.7 亿元，其
中一般债券 2.5 亿元、专项债券 18.2 亿元。根据相关要求，分
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管理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管理。
3、2020 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11 亿元（再融
资债券收入 9.8 亿元，再融资债券还本 10.41 亿元，2015 年度前
老债券还本 1.5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2 亿元；全市政府专
项债务还本支出 2.06 亿元（再融资债券收入 9.5 亿元，再融资
债券还本 10.06 亿元，新增债券还本 1.5 亿元）
，付息和发行费
支出 2.45 亿元。
4、按照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我市将不断加大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
全力推进政府预算体系的统筹协调。2020 年，从政府性基金预
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30 亿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 2.31 亿元，盘活存量资金 6.82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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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合计 39.13 亿元；2021 年，拟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 28 亿元，拟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5
亿元，拟盘活存量资金 8.5 亿元，拟调入资金合计 39 亿元，确
保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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