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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十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十 六 次 会 议 文 件  

 

关于汉阳区 2020 年财政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0年 11月 27日在汉阳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6次会议上 

汉阳区财政局局长   周立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度财政预

算调整情况，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的事由及依据 

2019 年 12 月，区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审查批准了 2020

年区级预算。在 2020 年预算执行中，由于遭受百年一遇的新冠

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财政收入大幅减收，疫情防控、民生兜底

等重点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财政收支发生重大变化，需根据实际

情况相应调整区级预算。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是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做好疫情防控保障、民生兜底等需增加预算支出。

二是省下达我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相应增

加，需增加举借债务数额。 

依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六十八条、六十九条规定，结

合上述收支变动情况及当前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拟对 2020 年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调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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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我区政府债务情况进行汇报。 

二、2020 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总体情况。根据全年收入预计情况，建议将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1,207,270 万元调整为 1,231,870 万元，

增加 24,600 万元。其中：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年初的 1,035,000 万元调整为

808,400 万元，减少 226,600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减少 222,370

万元，非税收入减少 4,230 万元。主要是受疫情冲击、落实国家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我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应减

少。 

（2）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由年初的 157,910 万元调整为

314,769 万元，增加 156,859 万元。主要是受疫情冲击，中央、

省、市出台支持应对疫情财政政策，增加疫情防控各项补助资金

86,687 万元；因财政收入大幅减收、疫情支出增加，下达减收增

支综合财力补助 70,172 万元，弥补我区财力缺口，主要用于年

初编列在部门预算“三保”支出。 

（3）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比年初预算增加 62,158 万

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45,288 万元、新增再融资臵

换债券 16,870 万元。 

（4）上年结余结转由年初的 14,360万元调整为 46,543万元，

增加 32,183 万元。主要是根据上年决算据实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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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总体情况。根据全年支出预计情况，建议将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总计由年初的 1,207,270 万元调整为 1,231,870 万元，

增加 24,600 万元。主要是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转贷收入等安排的相应科目支出增加。其中： 

（1）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的 693,000 万元调整为

768,040 万元，增加 75,040 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民生兜底、

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等项目。从主要调整的科目来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反映用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行

政事业单位正常机构运转、人员经费等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86,480 万元调整为 85,180 万元，调减 1,300 万元。主要是根据中

央、省、市压减一般性支出要求，对部门一般性支出进行压减，

相应减少支出。 

国防支出主要反映用于国防教育、民兵建设、防空以及征兵

工作等方面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310 万元调整为 520 万元，调增

210 万元。主要是拨付新兵补助及征兵工作经费增加 264 万元；

民兵训练、国防动员等项目受疫情影响减少 54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主要反映用于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

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64,400 万元调整为 60,790 万元，调减 3,610

万元。主要是公检法系统信息化建设、派出所建设及大型保卫活

动项目因疫情影响，项目建设滞后或活动取消相应减少支出。 

教育支出主要反映用于教育管理、教师工资待遇、学校建设

等方面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166,040 万元（教育系统年初部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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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119,984 万元、财政代编预算 45,560 万元）调整为 168,420 万

元，调增 2,380 万元。主要是在年度执行中，根据教育事业发展

及学校建设等需求，从代编预算中调整至部门预算 46,950 万元，

用于学校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落实义务教育教师提标、合同制

教师绩效工资等。 

科学技术支出主要反映用于科技研究、科学普及以及支持科

技型企业发展等科技事业发展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35,770 万

元调整为 24,040 万元，调减 11,730 万元。主要是因疫情影响，

企业创新改造等方面的支出减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主要反映用于文化和旅游事业、体

育竞赛、文物保护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4,680 万元调整

为 3,540 万元，调减 1,140 万元。主要是因疫情影响，安排的 500

万元琴台大剧院引进音乐剧《狮子王》项目取消；全面健身、体

校训练等工作经费减少 64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主要用于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养老、社区

治理和服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残疾人事业、就业补助、退

役军人管理、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88,030 万

元调整为 105,450 万元，调增 17,420 万元。主要是按照市财政要

求上解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落实社区工作者待遇提标及

疫情期间特殊困难群体、重点优抚对象补助等疫情民生兜底项

目。 

卫生健康支出主要反映用于基层卫生机构服务、公共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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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计划生育服务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基

本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44,450 万元调整为

115,490 万元，调增 71,040 万元。主要是安排上级下达的医院防

疫物资、设备购臵、方舱医院隔离点建设、一线医护人员补助等

疫情防控相关支出，以及新增一般债券 3,449 万元用于卫生系统

疫后建设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主要反映用于环境保护和监测、污染治理等方

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11,630 万元调整为 2,130 万元，调减

9,500 万元。主要是部分环境保护方面经费从新增专项债券中列

支，减少了年初预留资金。 

城乡社区支出主要反映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城乡社

区环境卫生以及城乡社区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152,560 万元调整为 134,470 万元，调减 18,090 万元。主要是部

分城建资金从新增债券中列支，减少了年初预留资金以及道路维

修、绿化养护、公园维护等项目受疫情影响，减少项目支出。 

农林水支出主要反映用于农业、林业、水利、南水北调、扶

贫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12,680 万元调整为 11,180 万元，

调减 1,500 万元。主要是疫情期间堤防设施维护、管网维护、湖

泊保洁等项目进度滞后相应减少项目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主要反映用于制造业、建筑业、国

有资产监管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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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 万元调整为 3,140 万元，调减 80 万元。主要是根据中央、

省、市要求，压减了一般性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主要反映用于商业流通、支持服务业等方

面的支出，建议调整为 910 万元。主要是市下达小微服务企业进

入规模服务企业以及服务业领军企业奖励资金 410 万元，支持服

务业疫后恢复发展专项补助资金 500 万元。 

金融支出主要反映用于支持金融发展等方面的支出，建议调

整为 4,360 万元。主要是市下达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

贴息。 

住房保障支出主要反映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改革等方

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1,480 万元调整为 38,570 万元，调增

37,090 万元。主要是市下达的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资金 27,011 万元及疫情防控物业服务企业 1,427 万元；什湖还建

房项目国有土地收储资金 8,452 万元；住房改革性补贴 200 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主要反映用于粮油物资、能源、重要商品

储备等方面的支出，建议调整为 360 万元。主要是市下达 2019

年度粮食流通产业发展资金。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主要反映用于自然灾害防治、消防

事务、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建议由年初的

4,110 万元调整为 4,270 万元，调增 160 万元。主要是市下达方

舱医院基建投资项目 839 万元；消防大队和仙山消防站建设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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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应减少项目经费 679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与年初的 5,160 万元一致。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调整为 60 万元。主要是根据省厅发行的

我区新增一般债券额度支付千分之一发行费。 

预备费 12,000 万元根据项目实际用途已分解到各对应功能

科目中。 

（2）上解上级支出由年初的 497,400 万元调整为 411,950 万

元，减少 85,450 万元。主要是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上解支出相

应减少。 

（3）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6,870 万元与年初预算一

致。 

（4）年终结余结转 35,010 万元。主要是市下达的专项转移

支付预计未使用部分结转至下年使用。 

通过上述收支预算调整，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

均调整增加 24,600 万元，收支预算保持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总体情况。根据全年收入预计情况，建议将政府性

基金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462,690 万元调整为 587,460 万元，增加

124,770 万元。其中： 

（1）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2,400 万元。主要是

今年 7 月份根据上级财政部门要求，区本级政府专项债券在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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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利息、发行费、登记费、兑付服务费时需缴入区金库形成

对应的基金收入后，再缴交到市对应账户。 

（2）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由年初的 434,415 万元调整

为 203,633 万元，减少 230,782 万元。调整的主要项目有：年初

预计红光片、地质勘察院、月湖船院等地块当年无法挂牌出让以

及钢丝绳厂等地块按成交协议部分土地成交价款延至 2021 年才

能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应减少 273,400 万元。同时

增加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38,600 万元以及市下达供水改

造、环境卫生等基金补助收入增加 4,018 万元。 

（3）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调整为 353,200 万元。主

要是省政府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4）上年结余结转由年初的 28,275万元调整为 28,227万元，

减少 48 万元。主要是根据上年决算据实调减。 

2、支出总体情况。根据全年支出预计情况，建议将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总计由年初的 462,690 万元调整为 587,460 万元，

增加 124,770 万元。其中： 

（1）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年初的 459,909 万元调整

为 550,050 万元，增加 90,141 万元。主要是区本级新增专项债券

353,200 万元用于卫生系统升级改造、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环境治理和旅游功能提升等项目；新增抗疫特别国债 38,600 万

元用于市五医院西院综合大楼及本院区改扩建项目。同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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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对应的支出相应减少以及部分项目尚未完工

项目资金共减少 301,659 万元。 

（2）年终结余结转由年初的 2,781 万元调整为 37,410 万元，

增加 34,629 万元。主要是部分基金项目结转到下年使用。 

通过上述收支预算调整，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

出均调整增加 124,770 万元，收支预算保持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总体情况。根据全年收入预计情况，建议将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的 4,843.33 万元调整为 7,330 万元，

增加 2,486.67 万元。其中： 

（1）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年初的 2,352 万元调整

为 2,112 万元，减少 240 万元。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汉商集团上

缴股利收入减少 240 万元。 

（2）上年结余结转由年初的 2,491.33 万元调整为 5,218 万

元，增加 2,726.67 万元。主要是根据上年决算据实调增。 

2、支出总体情况。根据全年支出预计情况，建议将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由年初的 4,843.33 万元调整为 7,330 万元，

增加 2,486.67 万元。其中： 

（1）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年初的 4,112 万元调整

为 4,812 万元，增加 700 万元。主要是安排上年结转的汉阳市政、

汉阳控股公司注册资本金 2,700 万元；解决汉阳渔场历史遗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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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改革成本支出减少 2,000 万元。 

（2）年终结余结转由年初的 731.33 万元调整为 2,518 万元，

增加 1,786.67 万元。 

通过上述收支预算调整，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支出均调整增加 2,486.67 万元，收支预算保持平衡。 

三、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当年政府债务变动需向同级人大

报告，并予以信息公开。2020 年，省厅预下达的汉阳区本级债

务限额为 589,505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1,279 万元、专

项债务限额 418,226 万元。 

（一）2019 年末政府债务情况 

2019 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263,055 万元，其中：区本

级政府债务 173,055 万元；市列区用区还债务 90,000 万元，均为

省政府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分别是： 

1、一般债务余额 148,055 万元，其中：区本级一般债务

108,055 万元；2019 年市列区用区还一般债务 40,000 万元。 

2、专项债务余额 115,000 万元，其中：区本级政府专项债

务 65,000 万元；2018 年市列区用区还债务分别为 50,000 万元。 

（二）2020 年政府债务变动及使用情况 

2020 年当年我区政府债务增加 488,488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增加 45,288 万元，专项债务增加 443,200 万元（区本级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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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353,200 万元、市列区用区还专项债务 90,000 万元）。具体使

用情况是： 

1、一般债务使用情况 

2020 年当年区本级一般债务增加 45,288 万元，其中：新增

债券 41,839 万元用于晴川大道、中兴街等 43 个道路工程项目，

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相对应的支出科目；新增债券 3,449 万元用于

区疾控中心实验楼升级改造以及卫生服务中心设备购臵项目，列

入一般公共预算相对应的支出科目；新增再融资臵换债券 16,870

万元，并用于偿还 2020 年到期的 2015 年 5 年期一般债券本金

16,870 万元。 

2、专项债务使用情况 

2020 年当年新增区本级专项债务 353,200 万元，其中：五医

院医疗设备购臵 6,200 万元、学前教育补短板项目 2,600 万元、

和睦巷东区及五医院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80,000 万元、

墨水湖和龙阳湖水环境治理暨旅游功能提升项目 88,000 万元、

复印机厂片旧城改造项目 25,000 万元、马沧湖建材市场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 40,000 万元、钟家村老旧小区改造 70,000 万元、

农垦局及农科所片棚户区改造项目 41,40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

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对应的支出科目。 

2020 年当年新增市列区用区还专项债务 90,000 万元，其中：

群建路小学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70,000 万元、医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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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及 12 号线（汉阳段）沿线地下空间配套建设项目 20,000

万元。 

（三）2020 年末政府债务总体情况 

2020 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751,543 万元，其中：区本

级政府债务 571,543 万元，在省厅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内；市列

区用区还债务 180,000 万元，均为省政府代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

券，分别是： 

1、一般债务余额 193,343 万元，其中：区本级一般债务

153,343 万元，在省厅下达的一般债务限额内；市列区用区还一

般债务 40,000 万元。 

2、专项债务余额 558,200 万元，其中：区本级政府专项债

务 418,200 万元，在省厅下达的专项债务限额内；市列区用区还

债务 140,000 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市列区用区还政府债券 180,000 万元由市级

作预算调整，列市级支出，我区预算不调整，不列区级支出，并

不占用我区政府债务限额。另 2020 年收到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的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38,600 万元，通过政府性基金特殊转移支付

下达，该笔资金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区本级承担偿还本金责任，

并不占用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