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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海东工业园区（河湟新区）

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的情况说明

总体情况：海东工业园区 2021 年年初预算总收入 44967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34000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2689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48 万元，上

年结转收入 123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4967 万元。

（一）收入情况。本着“权责明晰，量力而行；勤俭节

约，注重绩效；统筹财力，保障重点；优化资金，化解债务”

的原则，安排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保

持同步增长。2021 年海东工业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

44967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34000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2689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48 万元，

上年结转 1230 万元。

按照上述原则，2021 年海东工业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安排 3400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4242 万元，增长 14.25%，

主要根据海东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增值税、

耕地占用税、契税等税收收入增加等因素预计。

分主要收入项目看：

（1）增值税 5125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10.29%。

（2）企业所得税1060万元，较2020年执行数增长65.37%。

（3）城市维护建设税 750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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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3%。

（4）房产税收入 2850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38.

08%。

（5）印花税收入 1070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138.84%；

（6）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 1250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

增长 27.81%。

（7）土地增值税收入 1950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55.88%。

（8）耕地占用税收入 3554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95.81%。

（9）契税收入 6900 万元，较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4.01%。

（10）非税收入9000万元，较2020年执行数下降26.64%。

（二）支出情况。2021 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4967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 10639 万元，增长 30.9%。

具体安排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30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1.67%（下同）；

（2）教育支出 3000 万元，无变动；

（3）公共安全支出 330 万元，增长 100%；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3 万元，下降 3.13%；

（5）卫生健康支出 174 万元，下降 1.69%；

（6）城乡社区支出 17731 万元，下降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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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222 万元，增长 108.61%；

（8）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700 万元，增长 100%；

（9）住房保障支出 56 万元，下降 1.75%；

（1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140 万元，增长 100%；

（11）预备费 1000 万元，增长 186%；

（12）债务付息支出 1100 万元，增长 53.2%；

（13）其他支出 5891 万元，增长 273.79%；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海东工业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入 96065 万元，较上

年年初预算减少 104591 万元，降低 52.12%。其中：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35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3165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41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96065 万元。

（一）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情况

海东工业园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收入安排

96065 万元，较上年年初预算减少 104591 万元，降低 52.12%。

具体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80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32000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35000 万元，比上年减

少 5000 万元。两项合计减少 137000 万元，降低 68.5%。主

要原因是：随着海东工业园区更名为海东河湟新区，产业定

位发生重大变化，大部分土地已经出让完毕，土地出让金收

入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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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情况

2021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96065 万元，较上年降

低 52.12%。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6215 万元，

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25113 万元，主要

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3）债务还本支出安排的支出预算数为 36750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30.89%，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本金。

（4）债务付息支出预算数为 7987 万元，主要用于偿还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

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1 年海东工业园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不编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关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情况说明

2021 年海东工业园区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不编制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五、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1年海东工业园区上级补助收入预算安排 2689 万元，

较上年增加 1889 万元，增长 236.12%。

一般转移性支付是一种财力性补助，为均衡地区间的基

本财力，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资金，这类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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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仅有十多项，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以及基层公检法司、义务教

育、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综合改

革、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等转移支付。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海东工业园区绩效监督工作得到加强。从部门预算编制、

预算收支执行、资金监管、绩效基础管理工作和结余结转资

金规模等综合情况看，园区预算编制比较完善，按照“两上

两下”程序编制了综合财政收支预算。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工

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资金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七、关于政府债务的有关情况说明

(一）2020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海东工业园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余额为 255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0000 万元，专项债务

225000 万元，分别占政府债务余额的 11.76%和 88.24%。海

东工业园区政府债务无逾期。

（二）2020 年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

海东市下达海东工业园区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320600 万

元，一般债务 30000 万元，专项债务 295600 万元。截止 2020

年底，海东工业园区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批准下达的债务限

额之内。

八、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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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预算体系：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预算由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共同构成。《预算法》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

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2.积极财政政策：也称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政府为防止

经济衰退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增发国

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等

财政手段，促进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拉

动经济增长。

3.一般公共预算：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

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

4.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社会征收基金、收费, 以

及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

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

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具

体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从政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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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

的各项收支预算。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

的宏观调控能力，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健

全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

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7.部门预算：是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

关系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通俗的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8.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需要而筹

集的货币资金，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也是

政府履行职能的财力保障。

9.非税收入：是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

用行政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

共服务而征收、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的

财政收入。

10.财政支出：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

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支付。近年来，全省财政收

入增速趋缓，但各项重点刚性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 一

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厉行节约, 严

控一般性支出，提高支出绩效，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编

制支出预算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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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预算信息公开：是指除涉密信息外，所有涉及财政资

金情况的公开，包括预算收支安排、预算执行、预算调整、

决算情况、绩效评价、财税政策和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各部门

单位涉及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等的公开。

12.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简称为 PPP 模式）：指在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由

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

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

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

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13.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存放于则政部门及预算单位而未

形成实物工作量的各类财政性资金（亦即结余结转资金）。

1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为了保持财政收支预算平稳

运行而建立的预算储备资金，其目的是以丰补歉。按照有关

规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主要从以下渠道筹集：公共财政预

算当年超收收入、公共财政预算财力性结余、政府性基金滚

存结余、统筹整合的专项资金和财政存量盘活资金。调节基

金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收支缺口，弥补年度预

算执行终了因收入短收形成的收支缺口，解决党委、政府决

定的重大事项所需资金等。在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

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15.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

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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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按照相关规定,投资基金设

立应当由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本级

政府批准，并控制设立数量，不得在同一行业或领域重复设

立基金。政府投资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

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运作，主要用于支持创新创业、

中小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领域。

16.预算绩效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政府公共部门目

标实现程度为依据，进行预算编制、控制以及评价的一种预

算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制定公共支出的绩效目标，建立

预算绩效考评体系，逐步实现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的

管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我省出台实施的财政预算

管理综合绩效考评机制，是以财政支出绩效为重点，涵盖所

有财政资金，对基层财政和预算部门的预算编制、执行加监

管各环节的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评的一种管理制度，以

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

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

模式，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7.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

府依法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主

要包括：地方政府债券、经清理甄别认定的截止 2020 年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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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政府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

贷款转贷债务。主要分为两类：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18.一般债务：是指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

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

一般债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19.专项债务：是指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

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

府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0.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因地方政府提供直 接或

间接担保，当债务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政府负有连 带偿

债责任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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