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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柳州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市人大常委会：

今年以来，由于实际执行过程中收入未达预期、自治区核定并

代我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和实现时间不确定，预算执行情况

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预算监督条例》相关规定，以及 2021 年市本级预算收支增减情

况，提出 2021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现将调整方案（草

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2021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包括市本级、柳东新区、

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的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一、1-9 月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9 月，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13 亿元，完成年初预

算（108.33 亿元）65.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4.49 亿元，完成

年初预算（165.56 亿元）81.2%。

1-9 月，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3.27 亿元，完成年

初预算（78.86 亿元）80.2%；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56.02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75.92 亿元）73.8%。

1-9 月，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7 亿元，完成年初

预算（2.99 亿元）59.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05 亿元，完

成年初预算（2.99 亿元）35.1%。

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收入预计 322.42 亿元，比年初预算数 317.39 亿元增

加 5.03 亿元，增长 1.6%。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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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减少 9.25 亿元。调整原因：一是年

初预计的一次性非税收入无法实现，非税收入预计减少 15.51 亿

元。二是由于今年税收收入形势较好，预计税收收入可增加 6.26

亿元。

2.转贷收入（含自治区代发一般债券）增加 17.34 亿元。调

整原因：一是 2021 年政府债务外贷项目 2612 万元，其中：融水

县 1281 万元、三江县 1331 万元；二是 2021 年自治区代发柳州市

本级及各县区一般债券 17.08 亿元，年初未列入预算，按《预算

法》规定列入预算调整方案安排支出，其中：市本级 11.1 亿元，

各县区 5.98 亿元（包括：柳东新区 99 万元、鱼峰区 17 万元、柳

南区 746 万元、柳北区 49 万元、柳江区 8276 万元、柳城县 7322

万元、鹿寨县 7684 万元、融安县 1.04 亿元、融水县 1.78 亿元、

三江县 7352 万元）。

3.转移性收入减少 3.05 亿元，其中：

（1）上级补助收入减少 7.89 亿元，调整原因：一是由于中

央、自治区财力性补助实际下达未达预期，预计自治区财力性补

助收入减少 11.62 亿元。二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

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广西壮

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增量资金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核定调整增值税

分享比例税收返还（上解）基数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新增均衡

性转移支付及增值税分享基数等转移支付资金 3.73 亿元，其中：

市本级 9666 万元，各县区 2.76 亿元（包括：柳东新区 170 万元、

北部生态新区 311 万元、城中区-589 万元、鱼峰区 177 万元、柳

南区 635 万元、柳北区 392 万元、柳江区 4295 万元、柳城县 3997

万元、鹿寨县 5159 万元、融安县 4411 万元、融水县 4926 万元，

三江县 3738 万元）。



3

（2）下级上解收入增加 3.55 亿元，调整原因：一是清算 2019

年-2021 年增值税退税城区分担资金 3.33 亿元；二是广西三月三

车油联动促销活动汽车补贴、桂酒促销活动专项上解305.28万元；

三是广西“33 消费节”（第二季）活动政府补贴资金清算及上解

42.6万元；四是原柳江区计量检定测试所2021年上划经费183.47

万元；五是化解暂付款 861.72 万元（柳财预〔2021〕628 号）；

六是柳东新区历年混库财力上解 758 万元。

（3）上年结转结余收入减少 1110 万元，调整原因：根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2020年自治区财政与市县财政年终结算

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预〔2021〕117 号）精神，2020 年市本

级结转结余资金结算期间较年初预算减少 1110 万元。

（4）调入增加 1.4 亿元，一是调入其他资金增加 600 万元，

为湛江市对口帮扶柳州市协助资金 600 万元，用于支持融安县、

融水县、三江县乡村振兴。二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广

西机场管理集团关于明确机场公安机构改革过渡期有关问题的请

示》（桂公请〔2019〕20 号）批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办件

201900612）精神，机场集团划转柳州机场公安保障经费 137 万元。

三是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32 亿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总支出 322.42 亿元，比年初预算

317.39 亿元增加 5.03 亿元，增长 1.6%。调整安排支出的项目主

要有：

1.增加债务还本支出 11.21 亿元，其中：

（1）一般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存量一般债务支出 11.1 亿元。

（2）通过本级财力偿还政府存量一般债务支出 1153 万元，专

项用于偿还 201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二期）到期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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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债务转贷支出 6.24 亿元，分别为：2021 年政府债务外

贷项目 2612 万元、2021 年自治区代发各县区一般债券 5.98 亿元。

按县区分，鱼峰区 17 万元、柳南区 746 万元、柳北区 49 万元、

柳东新区 99 万元、柳江区 8276 万元、柳城县 7322 万元、鹿寨县

7684 万元、融安县 1.04 亿元、融水县 1.91 亿元、三江县 8683

万元。

3.转移性支出调整情况

（1）增加上解上级支出 348 万元，调整原因：一是广西三月

三车油联动促销活动汽车补贴、桂酒促销活动专项上解 305 万元；

二是广西“33 消费节”（第二季）活动政府补贴资金清算及上解

43 万元。

（2）增加补助县区支出 4.73 亿元，其中：

①增加补助各县支出1亿元，主要是自治区补助县级财力2.22

亿元，广东帮扶资金补助北部三县 600 万元，市本级调整级次至

县级支出增加 3480 万元，调整级次至市本级列支减少 4689 万元。

同时，为弥补收支缺口，减少补助县级支出 1.16 亿元。

②增加补助城区支出 3.73 亿元，主要是市本级调整级次至城

区支出增加 3.63 亿元，自治区补助城区财力 5391 万元，调整级

次至市本级列支减少 416 万元。同时为弥补收支缺口，减少补助

城区残保金及城区体制补助等 4009 万元。

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

由于今年预计收入大幅下降，为确保收支平衡，通过减少年

初预算支出和盘活资金等方式，减少财力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7.19 亿元，主要是对执行进度慢、今年预计无法完成的非刚

性项目支出进行调减，其中:

（1）增加财力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37 万元，一是机场

集团划转柳州机场公安保障经费 137 万元，二是增加“桂惠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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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贴息资金市本级承担部分 1000 万元。

（2）减少年初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72亿元，主要调

减了以下支出：

减少城乡社区支出 8.13 亿元（主要是收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建筑垃圾处理费清退资金等剩余指标 2.68亿元，以及动用盘活存

量资金等冲减城乡社区支出 4.31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8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减少 1.68亿元以及减少补助县区 1.56亿元等。

（3）因预算级次调整及科目调剂，将市本级预算调整至补助

县区 3.47亿元和还本支出 1153万元。

（三）预算支出科目资金调剂情况

根据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和国库管理需要，对预算支出科目和

资金进行适当调剂，共调剂资金 7.96亿元，不影响总收入和总支

出增减，大部分资金用途不变，主要情况如下：

1.根据国库管理要求以及项目实施情况，通过科目调剂、预算

级次调整，增加相关科目支出 7.96亿元。

（1）调增一般公共预算相关科目支出 3.86亿元，其中：

①债务付息和债务发行费支出增加 2.53 亿元。

②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增加 6891 万元，主要是增加了 2020 年

服务业奖励资金和广西“33 消费节”（第二季）政府补贴资金、

传化公路港项目 2021 年度产业发展等项目支出。

（2）将年初预算列为市本级支出的项目调整，增加至补助县

区项目支出 3.98亿元，预算级次改变，资金用途不变，具体情况

是：将“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费用 3578万元，粤桂智能家电产业

集聚区项目等工业投入资金 2.3亿元，基本建设 2855万元，税务

事业发展资金 4100万元，等，调整预算级次，并相应调增对县区

的转移性支出。

（3）增加债务还本支出 11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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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支出用途与科目核算范围相对应的原则，需要对以下预

算支出科目进行调减，总金额 7.96亿元。

（1）调减一般公共预算相关科目支出 7.45亿元，其中：

①城乡社区调减 3.24 亿元，主要是还本付息 2.65 亿元调整

至债务付息和债务发行费支出，和基本建设 3583 万元按实际行业

支出调整至其它科目等。

②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调减 2.01 亿元，主要是将本科目

粤桂智能家电产业集聚区项目设备补贴资金、工业投入专项资金

等 2.2 亿元调整至县区支出。

③其他支出调减9477万元，主要是本科目的全市性预留经费、

全市性奖励资金等 1.08 亿元调整用于 2020 年服务业奖励资金、

集中隔离点补助、新柳南高速公路等项目支出。

（2）将年初预算列为补助县区支出的项目调整为市本级项目

支出 5106 万元，预算级次改变，资金用途不变。一是将补助县区

的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325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 103 万元，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经费 50 万元等调整至市直部门列支。

二是将预留增资专项 4624 万元调整用于市本级的 2020 年服务业

奖励和广西“33 消费节”（第二季）·乐购八桂活动政府补贴等。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鉴于市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已在 8 月末进行调

整，此次暂不进行预算调整。根据《预算法》，除专项债券外，

其它专项转移支付引起的预算支出变化，不属于预算调整，故本

次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只对增加的专项债券进行说明，具体情况

如下：

（一）债务收入调整情况

债务转贷收入（自治区代发专项债券）94.83 亿元。调整原因：

自治区代发柳州市本级及各县区 2021 年专项债券 94.83 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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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未列入预算，按《预算法》规定列入预算调整方案安排支出。

其中：市本级 74.12 亿元、鱼峰区 1 亿元、柳东新区 6.41 亿元、

柳江区 6.39 亿元、柳城县 7630 万元、鹿寨县 2.65 亿元、融安县

1.5 亿元、融水县 2 亿元。

（二）债务支出调整情况

1.新增专项债券支出 27 亿元，用于智慧化汽车城产业园升级

转型工程、北部生态新区工业设计城及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北部生态新区机器人产业及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广西汽车集团

新能源整车项目基础配套工程(二期）、国轩 5GWH 新能源电池产

业园及基础配套工程项目等 22 个项目支出。

2.债务还本支出 47.12 亿元（不含本级财力安排的还本支出

6000 万元），调整原因是：根据自治区 2021 年第一批政府债券额

度和期限及对应项目 6.63 亿元（桂财债〔2021〕28 号）、2021

年第三批政府债券额度和期限及对应项目 3.41 亿元（桂财债

〔2021〕48 号）、2021 年第七批政府债券额度和期限及对应项目

25.4 亿元（桂财债〔2021〕77 号）、预计自治区待发行专项债券

11.68 亿元。

3.债务转贷支出 20.71 亿元。根据自治区代发情况，转贷到

县区用于置换本级存量债务和安排在建项目，其中：鱼峰区 1 亿

元、柳东新区 6.41 亿元、柳江区 6.39 亿元、柳城县 7630 万元、

鹿寨县 2.65 亿元、融安县 1.5 亿元、融水县 2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预计 3.59亿元，比年

初预算 2.99亿元调整增加 6000万元，增长 20.1%，具体包括：

1.利润收入增加 2381 万元。一是依据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 2020年度审计报告，按照 2021 年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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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企业增加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1256万元。二是各部委办局所

办企业上缴利润收入 1125万元。

2.股利、股息收入增加 3574万元。其中：国有控股公司股利、

股息收入预计增加 74万元，主要原因为：投控公司上缴股利、股

息收入增加 469 万元（中燃公司分配的历年股利股息收入），柳

州银行上缴股利、股息收入减少 395万元。国有参股公司股利、

股息收入预计增加 3500万元，为交行历年分红。

3.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 45 万元，主要为投控公司租赁

收入增加。

（二）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预计 3.59亿元，比年

初预算 2.99亿元调整增加 6000万元，增长 20.1%。具体包括：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调减 9711万元。其中：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2464万元调整至补助下级支出，7247
万元作调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调

增 7万元；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调减 7万元。

2.调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 1.32亿元。其中：年初预算安排

“三供一业”调出 724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超收部分

6000万元。

3.补助下级支出调增 2464万元,主要为“三供一业”补助下级

支出。

五、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情况

2021 年，我市获得自治区代发市本级及各县区政府债券共

111.91 亿元，其中市本级 85.22 亿元，各县区 26.69 亿元。市本

级新增债券 27 亿元，均为新增专项债券；再融资债券 58.22 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11.1 亿元、专项债券 47.12 亿元。市本级政府债

券已分别列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应科目安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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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县区政府债券已列为对县区债券转贷。

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 168.05 亿元，比

年初预算 165.96 亿元调整增加 2.09 亿元，增长 1.3%，具体包括：

1.2021 年失业保险转移收入预算数增加 9400 万元，为自治区

社保拨付我市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的非驻邕中区直单位失

业人员失业保险待遇 8694 万元和 2020 年 7月至 2021 年 4月待拨

付失业保险待遇 706 万元。

2.2021 年失业保险上级补助收入预算数增加 1.15 亿元。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失业保险扩围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发

〔2020〕40 号）有关规定及我市申请，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

于 2021 年 6 月拨付我市失业保险自治区级调剂金 1.15 亿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 76.66 亿元，比年

初预算 75.92 亿元调整增加 7501 万元，增长 1%，具体包括：

1.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加 6787 万元。主要是根据《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失业保险减负稳岗扩就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

发〔2021〕21 号）规定，2021 年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

人员保障范围增加，因此预计增加失业保险价格临时补贴 918 万

元，增加失业补助金 5869 万元。

2.2021 年工伤保险支出增加 714 万元，主要是根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

达上解自治区级工伤保险储备金的通知》（桂人社发〔2021〕18

号）规定，我市应按 2020 年工伤保险费征缴总额的 10%提取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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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储备金 714 万元。

收支相抵，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年终结余为 91.38 亿元，较

年初预算增加 1.34 亿元。

七、市本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情况

根据《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柳州市本级财政

资金统筹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柳政办〔2016〕109 号)和《关

于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通知》（桂财预〔2019〕52 号）精神，

进一步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市财政

局对 2018-2020 年部门预算结余结转资金进行了第一次清理。按

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相关规定，经审核确认收回部门预算结转结

余资金 5267 万元。今年我市受减费降税和经济下行两大因素的叠

加影响，财政收入形势严峻，因此产生的财力缺口与财政支出刚

性增长和重大项目资金保障需要矛盾突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

大。为确保财政收支平稳运行，此次盘活的存量资金，全部统筹

用于人才集聚专项经费、加强援企稳岗、就业保障、“六保”支

出保障,以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亟需支持的重点领域和平衡 2021

年预算。市财政局于 10 月份对部门预算结余结转资金进行了第二

次清理，进一步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减少财政资金沉淀。

八、柳东新区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全年收入预计 19.96 亿元，比年初预算数 21.55 亿元

减少 1.59 亿元，下降 7.4%。其中：

（1）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 3.19 亿元，主要原因：一

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和落实国家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税收收

入大幅度减收，1-9 月留抵退税 4.69 亿元，全年预计退税额达 6

亿元。二是新区汽车支柱产业受芯片和限电等因素影响，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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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趋势；房地产业受经济下行、信贷调控收紧等因素影响，

销量呈大幅度下跌，以上因素造成税收减收。

（2）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1.66 亿元，主要原因是 1-9 月收到

上级下达转移支付收入 1.66 亿元。

（3）上年专款结转结余收入减少 1 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柳

州市财政局关于 2020 年市财政与县（区）财政年终结算有关事项

的通知》（柳财预〔2021〕663 号），2020 年专款结转结余年终

结算期间比年初预算减少 1 万元。

（4）债务转贷收入增加 99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一般债券

收入 99 万元。

（5）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 1.66 亿元，主要原因是为

弥补收支缺口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全部调入当年使用。

（6）调入资金减少 1.74 亿元，主要原因是受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等因素影响，税收收入及市本级对新

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补助下降，造成财力不足，为平衡收

支，当年大幅度减少支出，调入资金相应减少。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总支出 19.96 亿元，比年初预算

21.55 亿元减少 1.59 亿元，下降 7.4%。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支出15.05亿元，比年初预算15.69

亿元减少 6457 万元，下降 4.1%。其中：

①一般公共预算减少 6457 万元，一是上级转移性支出增加

7143 万元，安排用于“桂惠贷”财政贴息、乡村振兴补助、支持

学前教育发展等项目。二是由于部分工程项目推进缓慢，原计划

兑现给企业扶持资金未达到发放条件，相应调减年初安排的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等 1.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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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科目调整增加 2541 万元，主要安排用于增加“桂惠贷”财

政贴息新区承担资金 1138 万元、上通五和东风柳汽基本养老保险

补贴资金 885 万元、企业外地留柳过年人员“响应政府号召奖励

金”542 万元等项目。

③科目调整减少 254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调减年初预留绩

效奖资金；二是落实国家过“紧日子”要求，结合新区实际财力，

大力减少一般性支出；三是动用预备费及其他支出，用于安排工

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项目资金。

（2）转移性支出调整情况

上解支出减少 9510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区汽车支柱产业受芯

片和限电等因素影响，产销量呈大幅度下滑，上汽通用五菱和东

风柳汽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调库数减少，专项上解（四方协议）

相应减少。

（3）一般债券支出增加 99 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项

目。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 18.48 亿元，比年初预算

18.69 亿元减少 2143 万元，下降 1.1%。

（1）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减少 2565 万元，主要是受土地市

场疲软影响，减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636 万元。

（2）转移性收入减少 3.31 亿元，主要原因是受经济下行、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房地产业收紧等因素影响，市本级对新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补助下降。

（3）专项债券收入增加 4.91 亿元。

（4）上年结余减少 1.56 亿元，根据《柳州市财政局关于 2020

年市财政与县（区）财政年终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经过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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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各项补助后，柳东新区减少上级补助收入 1.56 亿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预计 18.48 亿元，比年初预算

18.69 亿元减少 2143 万元，下降 1.1%。主要调整项目如下：

（1）政府性基金支出减少 3.39 亿元，其中：

①城乡社区支出减少 3.34 亿元，主要原因：一是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 3.21 亿元，主

要是基础设施项目进度滞后，支出减少；二是因本级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减收 1316 万元，支出相应减少，并调整列入一般公共预算。

②债务付息支出减少 937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专项债发行

时间较晚，本年未产生付息支出。

（2）调出资金减少 1.74 亿元，主要原因是市本级对新区国有

土地出让收入补助减少，从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

应减少 1.74 亿元。

（3）增加专项债券支出 4.91 亿元，用于柳州市柳东新区物流

园区升级转型工程专项债资金 1.5 亿元、车联网先导应用环境构

建及场景测试验证平台及基础配套建设项目专项债资金1.5亿元、

柳州市柳东新区智慧停车场建设工程专项债资金 1.91 亿元。

九、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全年总收入预计 8.52 亿元，比年初预算数 6.15 亿元

增加了 2.37 亿元，增长 38.5%。其中：

（1）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5758 万元。主要为：统筹支持工业

振兴资金 2000 万元，2021 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1057 万元，

“桂惠贷”自治区财政贴息资金 775 万元，2021 年生均公用经费

527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级补助 456 万元，民政事业发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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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预算 133 万元，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19 万元，2021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100 万元，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6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44 万元，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43 万元等，总体需增加预算收入。

（2）上年结转结余收入减少 23 万元。根据《柳州市财政局

关于 2020 年市财政与县（区）财政年终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经过年终结算各项补助后，新区2020年结转结余资金为513万元。

（3）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增加 1.79 亿元。主要用

于弥补当年财政收支缺口，加强新区“三保”资金，以及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目支出资金保障。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全年总支出预计 8.52 亿元，比年初预算数 6.15 亿元

增加了 2.37 亿元，增长 38.5%。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2.31 亿元，主要包含：

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 1614 万元，减少内容主要包括上规

服务业企业相关奖励项目预算、办公楼搬迁项目预算、阳和政务

服务大厅网络布线施工项目预算等。

②教育支出增加 2891 万元，主要包括增加新区范围内幼儿园

免保教费补助支出；增加上级生均经费补助用于中小学办公桌椅、

教学设备等；增加兰亭幼儿园、贝江幼儿园等新建幼儿园设备采

购和校园运营经费；增加新区范围内中小学及幼儿园班主任津贴

预算等。

③科学技术支出增加 404 万元，主要用于深圳核加半导体芯

片基地项目补助。

④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减少 1400 万元，主要是减少新区人力

资源产业园信息系统化项目预算、减少新区职工培训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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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卫生健康支出增加 674 万元，主要是通过动支预备费安排

预算资金用于开展新区疫情防控工作。

⑥城乡社区支出增加 2.19 亿元，主要是用于阳和新区园区开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⑦金融支出增加 2254 万元，主要是增加上级补助及本级配套

“桂惠贷”“复工贷”“稳企贷”等企业补助资金。

（2）增加上解支出 553 万元，为新增增值税留抵退税专项上

解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预计 8.28 亿元，比年初预算

6.43 亿元增加 1.85 亿元，增长 28.8%，其中：转移性收入增加 1.85

亿元。增加原因：年初预算预计上级补助收入 5 亿元，执行过程

中实际收到上级补助 5.82 亿元，根据新区土地招拍挂情况，预计

新区 2021 年收到上级补助 6.85 亿元，因此增加 1.85 亿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预计 8.28 亿元，比年初预算

6.43 亿元增加 1.85 亿元，增长 28.8%，其中：

增加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43 万元，主要是用于

发放大中型水库移民补贴资金；增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

排的支出 480 万元，主要是当年收到的上级补助用于新区六座村

六追屯综合示范村建设项目；其他支出增加 29 万元，主要是收到

上级彩票公益金补助资金用于发放新区困难群众补助；调出资金

增加 1.79 亿元，主要是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和新冠疫情影响使得税

收收入减少，为保障新区“三保”资金和重点项目支出，将政府

性基金调至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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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表

2.2021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方案表

3.2021 年市本级政府债券项目明细表

4.2021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表

5.2021 年柳东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表

6.2021 年柳东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表

7.2021 年柳东新区政府债券项目明细表

8.2021 年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一般公共预

算调整方案表

9.2021 年北部生态新区（阳和工业新区）政府性基金

预算调整方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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