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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 2020 年 

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6 月 24 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34 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吴  炜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03.0 亿元，增收 81.2 亿

元，增长 3.7%，其中：税收收入 2005.1 亿元，增长 0.7%；非税

收入 297.9 亿元，增长 29.1%；税收占比 87.1%。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263.5 亿元，增支 122.1 亿元，增长 5.7%，其中：用于民

生改善的城乡公共服务支出 1766.9 亿元，增长 4.8%，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78.1%。 

二、市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1）收入执行 

2020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97192 万元，下降 13.2%，完

成预算的 126.8%，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金融保险业收入下放。 

（2）支出执行 

2020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13256 万元，下降 9.7%，完

成预算的 98.3%，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偿债项目资金通过政府性基

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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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支平衡 

2020 年市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97192 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债务转贷收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合计 7853421 万元，收入总量为 8550613

万元。 

2020 年市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13256 万元，加上补助

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债务转贷支出、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合计 5280054 万元，支出总量为 8493310 万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57303 万元结转下年

使用。 

（4）重点支出执行 

按照批准的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与民生相关的市级重点支

出情况如下（详见草案附表 16-1）： 

教育支出 350943 万元，增长 5.8%，完成预算的 98.5%。 

科学技术支出 63181 万元，下降 9.5%，完成预算的 97.3%，

主要是加大科技对下支持力度，相关支出主要通过对下转移支付

在县（区）级列支，2020 年市级科技投入资金实际比 2019 年增

长 14.3%。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7050 万元，下降 14.6%，完成预

算的 96.6%，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20 年拨付报业集团扶持资金补

助尾款，较 2019 年减少 1810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9583 万元，增长 3.1%，完成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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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卫生健康支出 236052 万元，增长 11.0%，完成预算的 95.9%。 

节能环保支出 15279 万元，下降 49.3%，完成预算的 99.4%，

下降较大的原因主要是 2019 年收到上级补助城市管网及污水处

理资金 9000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378079 万元，下降 60.7%，完成预算的 99.2%，

下降较大的原因主要是 2020 年偿债项目资金、市政路桥改扩建项

目主要在土地基金中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减少 450000 万

元、161550 万元。 

农林水支出 88628 万元，增长 2.8%，完成预算的 98.5%。 

交通运输支出 286458 万元，增长 5.3%，完成预算的 99.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532 万元，增长 172.1%，完成预算的

54.3%，支出进度较慢的原因主要是上级转移支付切块资金结余较

大，需待项目申报、审核后拨付。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4971 万元，增长 169.9%，完成预

算的 95.9%，增长较大的原因主要是机构改革组建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原规划局支出项目调整至新科目列支，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增加 2020 年规划编制（测绘）项目支出 7477 万元；苏

州市不动产登记档案馆增支 8000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319327 万元，增长 24.3%，完成预算的 100.0%，

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公积金、提租补贴相关政策调整。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739 万元，增长 119.6%，完成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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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增长较大的原因主要是新增粮油质监所迁建项目及应急物

资采购费项目 1197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2020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06635 万元，下降 1.2%，

完成预算的 104.7%，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19 年土地出让收入中

包含历年土地划拨收入一次性入库因素，导致 2019 年基数较高。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债务转贷收入等合计 2348572 万

元，收入总量为 5055207 万元。 

2020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431338 万元，增长 13.9%，

完成预算的 98.4%，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当年土地收储、基本建设

重点项目、还本付息支出规模加大。加上补助下级支出、调出资

金、债务还本支出、债务转贷支出等合计 2584443 万元，支出总

量为 5015781 万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39426 万元结转下

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2020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6021 万元（其中：利润

收入 54671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1350 万元），增长 13.4%，完成

预算的 100.0%，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增加。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合计 18038 万元，收入总量为 74059

万元。 

2020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7950 万元，增长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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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算的 100.0%，增长的原因主要是 2020 年加大了对国有企

业的资本金注入。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4 万元，支出总量为 57954

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16105 万元结转

下年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2020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144260 万元，下降

14.0%，完成预算的 104.2%，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贯彻落实国家和

省社会保险费“减免缓”政策，全年减收 641319 万元。 

2020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2481676万元，增长9.8%，

完成预算的 96.9%，增长的原因主要是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各项失

业保险扩支政策。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收支总量相抵，动用累计结余

337416 万元，实现平衡。 

三、市级经批准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2020 年市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1284700 万元。2019 年年

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936607 万元，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转

贷收入 240800 万元、偿还债务 201435 万元，2020 年年末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余额 975972 万元，控制在限额内。 

2020 年市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1815300 万元。2019 年年

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1312002 万元，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转

贷收入 278000 万元、偿还债务 393780 万元，2020 年年末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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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务余额 1196222 万元，控制在限额内。 

四、关于 2020 年预算执行中的其他情况报告 

（一）市级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市级 2019 年结转资金共 75224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8160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65262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8023 万元。 

2020 年共支出 72293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04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47841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052 万元。 

2020 年末结余 29316 万元，其中：继续结转下年使用 10971

万元，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收回统筹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18345 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 13566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 4779 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2020 年市级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1077471 万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579413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498058 万元），较上年

增加 30998 万元，增长 3.0%。市级对下级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1622066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709193 万元、专项转移支

付 91287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8559 万元，增长 7.2%。 

（三）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市级预算周转金 2020 年年初余额 113200 万元，当年实际支

出 113200 万元，2020 年年末余额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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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备费使用情况 

市级预备费2020年年初预算70000万元，当年实际支出64296

万元，主要用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专项、长江流域禁捕工作奖励、

政府购买公交服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对口扶贫、不动产登

记档案馆建设等支出。 

（五）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20 年年初余额 65798 万元，当年补

充 273159 万元，当年支出 178998 万元，年末余额为 159959 万元。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将绩效理念融入预算各个层级，

将绩效方法融入预算各项流程，将绩效管理融入全部预算资金，

推动预算绩效一体化。一是进一步完善绩效制度体系建设。根据

苏州市《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相继制定出台

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绩效

管理成果应用等配套管理办法。二是进一步扩大绩效目标管理范

围。2020 年市本级将所有市立项目（涉密除外）及 500 万以上的

部门预算项目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管理，涉及 631 个项目、345.07

亿元财政资金（其中：园区项目 145 个，资金 217.63 亿元），项

目覆盖四本预算。三是进一步强化绩效评价。建立事前绩效评估

机制，市级对 2021 年新增的 126 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审核；

园区对拟修订的 2 个专项资金政策开展事前绩效重点评估。市本

级对 188 个项目开展绩效再评价，涉及财政资金 103.48 亿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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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园区项目 51 个，资金 31.93 亿元），53 个项目评价结果优秀、

118 个项目评价结果良好、17 个项目评价结果一般。选择金额较

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项目和专项资金开展绩效重点评价，涉

及财政资金 18.62 亿元（其中：园区资金 8.61 亿元），其中市金融

改革发展专项资金、园区星浦医院项目等 11 个项目评价结果良

好。四是进一步深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健全评价结果在预算安

排执行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部门绩效考核

指标体系并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市级对评价结果一

般的 13 个项目在安排 2021 年预算时进行了压减；园区将评价结

果一般的人工智能应用推广专项在 2021年与其他专项进行整合。

五、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预算意见的落实情况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我们认真落实市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有关决议，严格执行经批准的本级预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全面做好“开源”“节流”“风控”三篇文章 

一是按照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加强收入运行监测分析，强化

财税协作和条块联动，深入挖掘潜在税源，积极争取调库指标，

扎实做好收入组织工作，2020 年苏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

国大中城市中位列第四，总量增量税比全省第一，创造历史佳绩。

二是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在预算编制和资金安排

上做到有保有压、有促有控、有力有效，重点任务和重点工作精

准配置资金资源，让资金与项目更好融合。三是加强财政资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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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强化“四本预算”的统筹衔接，持续推进存量债务化解，继

续深化乡镇债务分类管理，推进轨交等符合条件的隐性债务合规

转化，确保苏州在全省风险等级最优。 

（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全方位推进疫情防控工作，落实疫情防控部署，协调做好

资金调度、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过开辟采购绿色通道、资金拨

付特事特办等方式，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全国率先制定出

台“苏惠十条”等助企纾困政策，积极兑现各项惠企政策补助资金，

帮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渡过难关，有力推动复工复产复业复

学。二是加大民生领域保障力度，通过率先发放稳岗返还资金、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建设劳动者就业创业首选城市等多项政策举

措，千方百计稳定扩大就业；深入排查突出民生问题，稳步提升社

会保障水平在全省保持领先；稳定粮食生产及农副产品供应，推进

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支持“米袋子”“菜篮子”工程。

三是深化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出台降成本实施方案，全年为全市企

业降低综合成本约 810 亿元；在全省率先开通专车、专列输送劳动

力安全返岗，创新设立规模 100 亿元的“保就业”薪金云贷，支持

开发创新合作热力图和云招商，保障好市场主体和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四是增强基层财政运转保障能力，下达中央直达资金 60.5 亿

元，第一时间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三）积极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做好对接上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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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大文章，共同研究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投资基金和

专项资金方案，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二是全力打

响“苏州制造”品牌，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修

订完善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专项资金政策，加大对数字

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支持力度，推动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三是大力塑造“江南文化”品牌，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力度，支持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

年行动计划，支持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四是

加强民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编制政府投资和城

建交通水利水务资金计划，推进高铁苏州北站综合枢纽、轨道交

通等重大项目建设。五是办好“双十二苏州购物节”促消费活动，

推动文旅产业和夜经济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促进消费

市场全面复苏。六是出台苏惠外“12+8”等政策措施，制定加大

对美出口信保扶持政策，兑现商务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扶持资

金，帮助企业保订单、保市场份额。 

（四）更加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 

一是设立市域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创新苏相合作区财政管

理体制，不断增强统筹发展能力，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二是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正式启用预算项目库，试行事

前绩效评估机制，扩大绩效目标管理范围，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

用。三是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推动授权支付提升扩面，持续

推进乡镇国库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升资金支付效率。四是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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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办法，建立债券项目“储备库、发行库、执

行库”一体化滚动接续管理机制，与预算编制和项目资金计划实

现紧密结合。五是积极应对企业养老省级统筹，出台企业养老市

区统筹办法，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工伤保险市区统筹，

明确财政分担机制，增强基金共济能力。六是提升政府投资基金

功效，推动“苏州基金”做大做强，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

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