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8 月 31 日在枣庄市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孟繁浩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枣庄市 2020 年预算上

半年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0 年全市及市级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中央“六稳”决策部署和“六保”工

作要求，认真落实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切实兜牢“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三保”底线，全市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

总体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43736万元，占预算的 56.1%，

下降 2.7%。其中：市直完成 50458万元，占预算的 44.7%,增长 1.2%；

枣庄高新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完成 44458 万元，占预算的 56.6%，

增长 10.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5176万元，占预算的 50.3%，

增长 1.5%。其中：市直支出 197542 万元，占预算的 47.1%，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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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高新区支出 30902 万元，占预算的 42.1%，下降 0.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99682 万元，占预算的

32.1%，增长 31.5%。其中：市直完成 108427万元，占预算的 35.2%，

增长 60.6%；受市直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分成体制以及上年成交收入

结转等因素影响，高新区完成 146693 万元，占预算的 78.5%，增长

874.3%。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75437万元，占预算的 47.5%，

增长 34.5%。其中：市直完成 129592万元，占预算的 43.6%，增长

61%；高新区完成 156425万元，占预算的 83.6%，增长 425.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3794 万元，占预算的

46.3%，增长 459%，主要是区（市）建筑施工企业和其他企业上缴

收益增加。其中：市直收入 29万元，占预算的 0.6%，下降 97.2%，

主要是煤炭企业上半年尚未上缴利润收入。按照以收定支原则，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472 万元，占预算的 56.6%，增长

143.6%。其中：市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5 万元，占预算的 0.3%，

下降 98.3%。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43839 万元，占预算的

39.3%，增长 2.7%。其中：市级（含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 216794万元，占预算的 61.8%，下降 23.4%（主要是企业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影响）。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37193 万元，占

预算的 43%，增长 10.3%。其中：市级（含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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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 195061万元，占预算的 45.1%，下降 32.5%。 

（五）预算执行主要特点 

一是财政收支完成预算进度，降幅逐月收窄。上半年，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支均超过时间进度。收入方面，受疫情和减税降费等

因素影响，全市各月收入分别下降 0.1%、16.8%、11.8%、2.9%、1.3%、

2.7%，降幅逐步收窄，与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善、经济加快复苏的

态势相适应。1-6 月份全市生产总值下降 0.7%，二季度由负转正；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7%，较一季度提高 4.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下降 9.6%，较一季度收窄 5.6 个百分点。支出方面，受收入

下降以及上级资金调度从严控制等因素影响，前五个月全市支出均

为负增长，6月份低速增长 1.5%，同样呈现降幅收窄上扬的趋势。 

二是区（市）收入进度不均衡，结构不尽合理。峄城区、山亭

区和高新区上半年收入分别增长 7.7%、9.9%、10.5%，台儿庄区和

滕州市收入分别下降 7%、11.6%，收入增幅差距大，而且进度也不

均衡。从结构上看，全市税收收入完成 52.34 亿元，减收 9.36 亿

元，下降 15.2%，其中：2020年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减收 2.18 亿元，2019 年年中出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

增减收 5.49 亿元，以上两项合计减收 7.67亿元，其中减少地方税

收收入 3.7亿元，其余主要受上年结转税款减少等因素影响。非税

收入完成 32.03 亿元，增收 7 亿元，增长 28%，主要是各级应对减

收压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其中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增

收 3.2 亿元，增长 91.2%。税收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2%，较上年同期下降 9.1 个百分点，税收比重连续 4 个月徘徊在



3 
 

65%左右。 

三是重点行业企业减收明显，税收增长乏力。全市税收收入除

1 月份增长 1%外，2-6月份分别下降 16.2%、18.5%、16.8%、15.9%、

15.2%，其中，增值税等主体税种到 6 月末累计下降 16.9%。分行业

看，二产减收 4.12 亿元，其中传统支柱税源行业减收明显，焦炭

减收 2.87 亿元，煤炭减收 2.1 亿元，建材减收 1.1 亿元；三产减

收 2.8亿元，其中商业减收 2.4亿元，房地产行业减收 0.83 亿元。

分企业看，全市纳税排名前 20 位的企业，传统纳税大户企业（如

枣矿集团、中汇建设、薛城能源等）整体减收 1.9 亿元，即使有新

增的纳税大户（如庄里水库管理中心、百俊房地产开发等）增收弥

补了减收，但多为一次性税源，收入可持续性不强。 

四是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民生支出得到优先保障。今年

以来，各级财政按照“压一般、保重点、惠民生、兜三保”的要求，

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把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树牢政府过“紧

日子”的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省关于压减一般性支出的有关要求，

市级在落实年初预算压减的基础上，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 0.21 亿

元。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市财政民生支出 95.28 亿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2.4%，较上年同期提高 1.5 个百分点。但

是受疫情以及财力紧张等因素影响，部分项目支出实施进度放缓，

特别是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导致科目间支出进度不均衡，部分

支出科目下降幅度较大。 

二、落实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及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围绕落实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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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预算执行，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一）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收支预算管理。各级财

政与税务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在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基础上，积极分析研判经济形势，不断提高税收预

测和征管精准率。用足增值税免抵调库和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减少

企业资金占用，助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强化多渠道开源，加大存

量资金盘活力度，推进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改革，抓住国家新增财政

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的机遇，积极争取新增专项债券和直达资金。

上半年，省财政核拨我市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33.54 亿元，下达我市

抗疫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等直达资金 15.69亿

元。支出方面，坚持“以收定支”，科学把握支出节奏，从严从紧

管好财政支出。及时批复预算，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控制不同科目、

不同项目间预算调剂。强化支出结构调整，对非重点、非急需项目

能缓则缓，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全力予以保障。 

（二）密切关注基层运转，兜牢“三保”支出底线。采取“三

保”预算审查、完善执行监控、加大转移支付、综合运筹库款等措

施,拉平市、区（市）与镇（街）工资待遇，加大对困难镇（街）

工资发放支持力度，把工资发放等基本民生支出放在财政支出的首

位。全力保障基础教育资金需要，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落实好

生均公用经费和奖助学金等政策，上半年教育支出 28.02 亿元，同

比增长 1.9%；全面落实社会保障政策，统筹安排就业补助资金和失

业保险基金 2.2亿元，支持稳就业工作；下达低保等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 5.04 亿元，全力保障疫情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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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安置资金 2.06 亿元，落实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保障政策。支

持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将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 55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年人均经费标准提高到 79

元，新增的 5 元全部落实到乡村和社区；全市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1.48亿元，支持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持续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上

半年全市农林水支出 10.47亿元，主要用于加大对农业生产发展、

农村综合改革保障力度，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扶贫支

出实现 3.08 亿元，增长 16%，全力支持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加强污染防治支持力度，上半年全市节能环保支出 1.29 亿

元，同比增长 32.5%。 

（三）持续推进财税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围绕“聚

力改革攻坚突破”重点任务，扎实推进既定改革措施有序落实。调

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市以下分担机制，落实好支持企业发展的留

抵退税政策，上半年已办理留抵退税和调库金额 9041 万元；改革

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探索教育、科技、信息化等领域财政资金

“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和股权投资改革；改革债券资金和

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式，推进“资金跟着项目走”机制落实；全面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改革，出台《市级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和市对下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优化绩效评价工作规

程；成功申报 2020 年度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

点城市，将连续三年每年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3000 万元；全面

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 

（四）加强运行风险管控，确保财政平稳运行。落实企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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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省级统收统支制度，出台市级医疗保险基金统筹上解有关规

定；切实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月度报告制度。

加强对基层“三保”风险的监控，出台《县级“三保”风险防控应

急预案》，将“三保”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

兜牢不发生“三保”风险的底线。常态化监控我市政府综合债务风

险，特别是加强对债务率偏高区（市）的监测预警，将政府债务本

息偿还及时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三、预算执行中需引起关注的问题 

（一）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持续加

力、压减煤炭消耗、年度结转税款减少等多重因素叠加，当前我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持续下降，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均未完成预算进度，组织收入面临很大压

力。支出方面，随着财政收入下降和库款保障从严从紧控制，仅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赶上时间进度。今年除保障脱贫攻坚、污染防治、

“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外，还需落实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稳岗就业等新增刚性支出，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收支矛盾。 

（二）财政运行风险持续增加。当前我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总

体稳定，但是疫情冲击下财政面临的运行风险持续增加，部分基层

财政出现了工资发放延迟、专款拨付不及时、社会保险配套不到位、

拖欠政府债券利息等问题。市财政为保障基层财政正常运转，累计

超拨区（市）调度款数额较大，但是部分区（市）库款保障水平仍

然偏低，同时导致财政暂付款连年攀升，形成财政隐性风险。全市

政府综合债务率偏高，隐性债务化解难度越来越大，个别区债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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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容忽视。地方金融领域风险、社会保险支付风险已开始向财政

传导，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三）财税改革纵深推进难度加大。随着财政体制不断完善、

预算管理制度更加透明、政府债务管控越来越严、绩效管理要求越

来越高，推进财税改革的影响面、关联度、敏感性等更加复杂多变，

向纵深推进的难度加大。如涉及各级政府利益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整体推进节奏明显放慢；在财政资金统筹整合方面，尤其是跨

部门的资金统筹使用，由于涉及部门自身利益，资金统筹效率不高；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深入，重点评价覆盖面低，区（市）工作进展

不平衡等。 

四、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围绕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积极对

冲疫情影响，确保预算平稳执行。 

（一）千方百计抓好预算执行。在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

同时，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坚持税收和非税一起抓，努力弥

补因疫情影响带来的减收。积极向上汇报争取转移支付补助，努力

缓解我市财政压力。继续做好财政资金调度，确保把该花的钱花到

紧要处，优先保障和拨付疫情防控、医疗补助资金，全力支持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落实好财政贴息、减免缓社保缴费等促生产、稳

就业系列优惠政策。 

（二）优先保障“三保”等重点支出。坚持“以收定支”，政

府真正带头过“紧日子”，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强收支预期管

理，统筹采取开源增收、节支挖潜、调入资金等方式，突出保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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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范围，把该保的坚决保住，把该压的坚决压下来，确保刚性支

出不留缺口。加大县级基本财力、均衡性转移支付等资金补助力度，

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国库库款管理，严

格落实工资专户制度，把工资发放放在财政支出的首位，牢牢守住

“三保”底线。 

（三）用好新增专项债券和直达资金。目前，省财政下达我市

各类直达资金 18.61亿元，明确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额度 70.72亿元。

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我市已将直达资金明确到项目，并采

取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方式，确保资金第一时间直达基层、直达企

业、直达民生。加快债券资金拨付进度，及早形成有效投资。同时

强化资金动态监控，实施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确保资金快速

高效发挥作用。 

（四）加强财政运行风险管控。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提早防范、主动应对。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方

面，始终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底线思维，紧绷风险防控之弦，不能

因为应对疫情就不重视债务风险，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违规举债制

造新的风险，不能为解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坚决遏制隐性债

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加强全市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工

作，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防范

社保基金风险方面，严格落实缺口分担责任，加强基金收支管理，

积极推进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防范金融领域风险方

面，积极稳妥支持化解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坚决避免金融领域风险

向财政领域传导转嫁。另外，密切关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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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展变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财政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2020年是极为特殊和困难的一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诸

多不确定因素，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加大。我们将认真落实本次常委

会审议意见，统筹做好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财

政职能作用，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