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020 年新增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
（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高宏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县财政局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2020 年新增债券
和抗疫特别国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请予审查。
一、预算调整原因及依据
我县年初预算中已安排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89357 万元（其中：一
般债券 30500 万元、专项债券 58857 万元）
，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
省市又新增下达了我县 2020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 88800 万元（其
中：一般债券 6500 万元、专项债券 82300 万元）以及抗疫特别国债
3372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
《江西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
《江
西省财政厅关于转贷 2020 年第三批新增债券（专项债券）支出有关事
项的通知》
（赣财债〔2020〕45 号）
、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转贷 2020 年
第四批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支出在关事项的通知》
（赣财债〔2020〕
63 号）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支出预算的通
知》
（赣财预指〔2020〕23 号）
、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抗疫特别
国债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赣财预〔2020〕32 号）等法律法
规及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债券收支实行预算管理，纳入财政本级预算，
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年度预算已经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审查批准的，要及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审查批准。据此，县政府编制了 2020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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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省市下达我县新增一般债券 6500 万元，按政府性债务管理要求纳
入一般公共预算，相应调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6500 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精神，2020 年新增债券必须优先用于支持
扶贫、教育等民生项目和重点基础设施等重大公益性项目支出。结合
我县实际情况，省市下达的新增一般债券 6500 万元安排用于以下项
目：（1）城乡义务教育校舍建设 2000 万元，其中：于都工业园小学
500 万元、上欧中小学 1000 万元、城北中小学 500 万元；
（2）于都县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 1391.5 万元；（3）蔬菜产业发展项目
3108.5 万元。相应调增“20502 教育支出——普通教育”2000 万元、
“21305 农林水支出——扶贫”4500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同时增加 6500 万元，调整后的 2020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
省市下达我县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82300 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 33720
万元，按政府性债务管理要求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应增加“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82300 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33720 万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
结合省财政厅和市财政局文件精神及我县实际情况，省市下达的
新增专项债券 82300 万元安排用于以下项目：
（1）赣州市于都县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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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院（于都县妇幼儿童医院）新区建设项目 16000 万元、
（2）于都
县装配式钢结构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20000 万元、
（3）赣州市于都县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8000 万元、
（4）赣州市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整体搬迁项目 5000 万元、
（5）于都县贡江新区 6 号搬迁安置房建设项
目 33300 万元。相应调增“21216 城乡社区支出——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33300 万元、
“22904 其他支出——其他政府性
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9000 万元。
结合财政部、省财政厅和市财政局文件精神及我县实际情况，省
下达的抗疫特别国债 33720 万元安排用于以下项目：
（1）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 6051.8 万元，其中：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 3000 万元、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乡镇卫生院建设 1091.8 万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设
备采购 1960 万元；
（2）疫情防控体系实验室建设经费 460 万元；
（3）
春耕生产农机购置 1000 万元；
（4）应急救援物资储备 526 万元；
（5）
产业链改造升级 610 万元，其中：蔬菜冷库建设 550 万元、光伏产业
贴息 60 万元；
（6）生态环境治理 4900 万元，其中：3000 吨污水处理
项目 1500 万元、垃圾填埋场扩容、渗滤液处理及库区雨污分流项目
2800 万元、农村环境整治（厕所革命）600 万元；
（7）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 9056 万元，其中：河坑至潭头公路改造 1500 万元、上坎脑至茶
梓栖道路改造 1000 万元、河坑至天河山公路改建工程 2000 万元、思
源大道建设 1700 万元、大昌路、银坑路道路工程 1200 万元、贡江新
区路网工程 900 万元、县道升级改造工程 756 万元；
（8）市政设施建
设 1847.22 万元，其中：老城区公共设施工程 1500 万元、于都县楂林
河堤工程 347.22 万元；
（9）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3759 万元，其中：城
乡公墓山、骨灰堂建设 1000 万元、阳光古田新村保障房 2759 万元；
（10）中小微企业疫情期间房租减免三个月兑现 600 万元；
（11）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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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岗补贴 3408.98 万元，其中：企业电价补贴资金 915.28 万元、企业
扶持奖励补助 519.7 万元、稳岗就业企业奖补资金 1200 万元、企业扶
持奖励资金 774 万元；
（12）其他抗疫相关支出 1501 万元，其中：农
业保险项目 800 万元、防疫野生动物禁养关停补助 701 万元。相应调
增“23401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基础设施建设”28210.02 万
元、
“23401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抗疫相关支出”5509.98 万
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同时调增 116020 万元，调整后的 2020 年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加强债券转贷资金监管
县财政局将严格按照中央、省关于地方政府债券、抗疫特别国债
的有关规定，根据调整预算安排，及时合理调度资金。同时，切实加
强债券转贷资金的绩效管理和监督，确保资金按规定用途专款专用，
并积极筹集还贷准备资金，确保地方政府债券及其他政府性债务到期
本息按时偿还。
专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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