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具体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由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

收收入，非税收入及转移性收入构成。按照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

具体情况如下： 

（一）税收收入。预算数为 990000 万元，决算数为 97968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96%。 

1．增值税预算数为 341500 万元，决算数为 30304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88.74%。低于预算主要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增值税收入相应减少。 

2．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 167000 万元，决算数为 16718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11%。 

3．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 76000 万元，决算数为 7854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3.35%。 

4．城市维护建设税预算数为 43000 万元，决算数为 4113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66%。 

5．房产税预算数为 65000 万元，决算数为 59882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2.13%。 

6．印花税预算数为 22000 万元，决算数为 2278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3.56%。 

7. 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数为 2000 万元，决算数为 166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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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预算的 83.3%。低于预算主要是生产经营用地保有量

增加低于预期，城镇土地使用税相应减少。 

8．土地增值税预算数为 117000 万元，决算数为 16046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7.15%。高于预算主要是房产交易量高于

预期，土地增值税相应增加。 

9. 车船税预算数为 7400 万元，决算数为 7439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53%。 

10．契税预算数为 149082 万元，决算数为 137569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2.28%。 

11．环境保护税预算数为 18 万元，决算数为 17 万元，完

成预算的 94.44%。 

12．其他税收收入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47 万元。低于预

算主要是存在历年营业税一次性退库因素。 

（二）非税收入。预算数为 116200 万元，决算数为 12659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8.94%。 

1. 专项收入预算数为 21000 万元，决算数为 1800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85.71%。低于预算主要是部分残保金收入结转至

2021 年度下达。 

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算数为 11000 万元，决算数为

76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69.23%。低于预算主要是进一步贯彻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不断规范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行政

事业性收费收入相应减少。 

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预算数为 72200 万元，

决算数为 8191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3.45%。高于预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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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挖掘非税收入潜力，积极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各类资金和

资产，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相应增加。 

4.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预算数为 470 万元，决算数为 37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79.79%。低于预算主要是廉租租金收入少于预

期。 

5. 其他收入预算数为 11530 万元，决算数为 18689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62.09%。高于预算主要是加大非税清查力度，部

分历史欠缴收入集中上缴。 

（三）转移性收入 

1. 市财政补助净收入（为市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减去

上解市财政支出）预算数为 520000 万元，决算数为 66562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28.01%。高于预算主要是年内新增下达金昌

路-交通路等基本建设项目专项转移支付。 

2．上年结转收入预算数为 92760 万元，决算数为 9276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3．调入资金预算数为 5340 万元，决算数为 7537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41.14%。高于预算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高于

预期，按比例调入至一般公共预算金额有所增加。 

4．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调整预算数为 28000 万元，

决算数为 2800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 

5．区与镇财力结算补助净支出（为补助镇财政支出减去

镇财政上解收入）预算数为 165000 万元，决算数为 148646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0.09%。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4- 

2020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根据财政部统一制

定的《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分为

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健康等大类。 

2020 年各类级及款级支出科目具体决算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数为 71238 万元，决算数为

750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3%。其中： 

（1）人大事务，预算数为 1220 万元，决算数为 125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2.87%，主要用于人大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人

大立法、人大会议、人大监督、代表工作等经费支出。 

（2）政协事务，预算数为 865 万元，决算数为 84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7.46%，主要用于政协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政协

会议、参政议政等经费支出。 

（3）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预算数为 17784

万元，决算数为 175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69%，主要用于政

府办公室及相关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政务公开审批、信

访事务、对外交流等经费支出。 

（4）发展与改革事务，预算数为 1082 万元，决算数为 123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4.05%，主要用于发展改革部门人员经费

及日常运行、战略规划与实施、经济形势监测分析、项目咨询

评估、课题研究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因政府投资项目

评估数量有所增加，相应增加相关经费。 

（5）统计信息事务，预算数为 1043 万元，决算数为 589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65.2%，主要用于统计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

运行、专项普查活动、统计调查业务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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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因 2020 年开展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追加各街道人口普

查工作经费。 

（6）财政事务，预算数为 1892 万元，决算数为 1888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9.79%，主要用于财政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财政委托业务、信息化建设和运维等经费支出。 

（7）税收事务，预算数为 1950 万元，决算数为 2158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10.67%，主要用于税务部门人员经费。高于预算

主要是追加人员经费。 

（8）审计事务，预算数为 835 万元，决算数为 857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2.63%，主要用于审计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委托中介审计、信息化系统运维等经费支出。 

（9）人力资源事务，预算数为 1647 万元，决算数为 33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202.67%，主要用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人才发展专项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

主要是追加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0）纪检监察事务，预算数为 2523 万元，决算数为 260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37%，主要用于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经费

及日常运行、纪检监察业务、巡察工作等经费支出。 

（11）商贸事务，预算数为 5524 万元，决算数为 3113 万

元，完成预算的 56.35%，主要用于商务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

行、对外贸易管理、外资管理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根

据市级专项转移支付要求，中小锅炉低氮提标改造补贴项目由

本科目调整至“污染减排”款级科目列支。 

（12）民族事务，预算数为 244 万元，决算数为 2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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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算的 90.16%，主要用于区民宗办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民宗工作专项等经费支出。 

（13）港澳台事务，预算数为 564 万元，决算数为 201 万

元，完成预算的 35.64%，主要用于区台办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港澳台事务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因疫情影响，因公赴

台工作未开展，相应减少相关经费。 

（14）档案事务，预算数为 1139 万元，决算数为 1168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2.55%，主要用于档案局（馆）人员经费及

日常运行、档案资料征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经费支出。 

（15）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预算数为 879 万元，决算

数为 86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84%，主要用于工商联及各民主

党派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参政议政等经费支出。 

（16）群众团体事务，预算数为 3688 万元，决算数为 3427

万元，完成预算的 92.92%，主要用于各群众团体人员经费及日

常运行、妇女活动、团干部培训等经费支出。 

（17）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预算数为 2148

万元，决算数为 215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47%，主要用于

区委部门、机关党工委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机关全民健身及

精神文明活动等经费支出。 

（18）组织事务，预算数为 3318 万元，决算数为 299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0.27%，主要用于组织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

行、干部教育、组织工作、人才工作等经费支出。 

（19）宣传事务，预算数为 5870 万元，决算数为 6831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16.37%，主要用于宣传部及其所属单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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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及日常运行、宣传工作推进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

追加创城经费、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项目及“转型蝶变、崛起

赶超”整体形象策划宣传提升行动项目经费。 

（20）统战事务，预算数为 566 万元，决算数为 57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1.77%，主要用于统战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统战事务等经费支出。 

（21）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预算数为 1508 万元，

决算数为 159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97%，主要用于老干部局

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老干部专项等经费支出。 

（22）网信事务，预算数为 84 万元，决算数为 10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26.19%，主要用于网信事务等经费支出。高于预

算主要是追加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项目经费。 

（23）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4865 万元，决算数

为 1413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09%，主要用于食品安全抽检监

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经营主体信用监督管理、酒类执

法管理等经费支出。 

2. 国防支出。预算数为 5161 万元，决算数为 488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4.56%。其中： 

（1）国防动员，预算数为 4139 万元，决算数为 3910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4.47%，主要用于民防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管理等经费支出。 

（2）其他国防支出（款），预算数为 1022 万元，决算数

为 970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91%，主要用于武装部门人员经费

及日常运行、民兵训练、国防教育和民兵整组等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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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 128700 万元，决算数为  

13394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08%。其中： 

（1）公安，预算数为 119669 万元，决算数为 12583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5.15%，主要用于公安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雪亮工程”、“智慧公安”、“十三五装备”更新、信息化项目建

设和运维等经费支出。 

（2）国家安全，预算数为 1198 万元，决算数为 1247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4.09%，主要用于国安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业务设备更新等经费支出。 

（3）司法，预算数为 3726 万元，决算数为 3587 万元，完

成预算的 96.27%，主要用于司法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普

法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制建设和社戒社康等经费支

出。 

（4）其他公共安全支出（款），预算数为 4107 万元，决

算数为 3279 万元，完成预算的 79.84%，主要用于社会建设和

管理专项资金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据实拨付社会建设和管理

专项资金。 

4. 教育支出。预算数为 316743 万元，决算数为 31240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8.63%。其中： 

（1）教育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767 万元，决算数为 789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2.87%，主要用于区教育局人员经费及日常

运行等经费支出。 

（2）普通教育，预算数为 179968 万元，决算数为 22588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25.52%，主要用于学前、小学、初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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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普通教育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落实教育绩效工资

改革，追加人员经费，以及年初预留部分待分配资金，年内决

算中按具体使用内容调整至本科目列支。 

（3）职业教育，预算数为 5113 万元，决算数为 5197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1.64%，主要用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

等经费支出。 

（4）成人教育，预算数为 1999 万元，决算数为 2334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16.76%，主要用于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成人

教育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落实教育绩效工资改革，追加

人员经费。 

（5）特殊教育，预算数为 2069 万元，决算数为 245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18.7%，主要用于智力落后儿童学校、其他生理缺

陷儿童学校和工读学校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落实教育绩

效工资改革，追加人员经费。 

（6）进修及培训，预算数为 3992 万元，决算数为 5474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37.12%，主要用于教师教育及干部教育等经

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教育学院教研、师训工作以及培

训场所功能提升等项目经费。 

（7）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预算数为 58751 万元，决算

数为 44642 万元，完成预算的 75.99%，主要用于基础教育改善

办学条件和中等职业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

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下达文件，据实安排相关经费。 

（8）其他教育支出（款），预算数为 64084 万元，决算数

为 256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39.99%，主要用于上述项目以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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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育经费支出以及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职工职业培训补贴

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年初预留部分待分配资金在预算决算中

按具体使用内容调整至其他款级科目列支，以及根据企业申

请，据实拨付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职工职业培训补贴。 

5. 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数为 32452 万元，决算数为 387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9.25%。其中： 

（1）科学技术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151 万元，决算数为

105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1.4%，主要用于科技管理部门的人员

经费及日常运行等经费支出。 

（2）技术研究与开发，预算数为 12180 万元，决算数为 80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66.47%，主要用于科技发展专项支出。低于

预算主要是上海市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工业控制安全创新服务

两大功能型平台市级资金尚未到位，区级匹配资金相应延迟拨

付。 

（3）科技条件与服务，预算数为 18683 万元，决算数为 

2889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4.63%，主要用于科技创新专项、

张江发展专项以及服务业引导资金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

是追加区大数据中心政务外网升级改造及大数据平台建设相

关经费。 

（4）科学技术普及，预算数为 418 万元，决算数为 65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56.7%，主要用于科协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科普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科普经费。 

（5）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预算数为 20 万元，决算

数为 7 万元，完成预算的 35%，主要用于财政贴息、贴费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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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根据企业申请，据实拨付财政贴息、

贴费经费。 

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数为 19648 万元，决算

数为 177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5%。其中： 

（1）文化和旅游，预算数为 12233 万元，决算数为 11383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05%，主要用于文化旅游机关及事业单位

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群文活动、图书购置、旅游宣传、旅游

行业业务管理等经费支出。 

（2）体育，预算数为 7320 万元，决算数为 6278 万元，完

成预算的 85.77%，主要用于体育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及日

常运行、体育场馆翻新改建、全民健身、训练业务等经费支出。

低于预算主要是因疫情影响，学校场地未对公众开放，相应减

少相关经费。 

（3）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款），预算数为 95

万元，决算数为 12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6.32%，主要用于上

述项目以外的文化体育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市级专项补助资金。 

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数为 231366 万元，决算数

为 23026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52%。其中：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9714 万元，

决算数为 204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55%，主要用于人社机

关及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劳动保障监察、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等经费支出。 

（2）民政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3143 万元，决算数为 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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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预算的 89.95%，主要用于民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

经费及日常运行、老龄事务、民间组织管理、基层政权和社区

建设、婚姻收养管理、行政区划地名管理等经费支出。低于预

算主要是贯彻落实过“紧日子”思想，按照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

的 10%压减支出预算。 

（3）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预算数为 70081 万元，决算

数为 701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6%，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离退休等经费支出。 

（4）就业补助，预算数为 15173 万元，决算数为 13214 万

元，完成预算的 87.09%，主要用于特定群体就业、万人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和农民工技能安全培训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

要是因疫情影响，国家对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等予以减免，相应

减少相关经费。 

（5）抚恤，预算数为 5385 万元，决算数为 6543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21.5%，主要用于优抚工作和抚恤补助、死亡抚恤、

伤残抚恤、政府优待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据实拨付死

亡抚恤金。 

（6）退役安置，预算数为 6935 万元，决算数为 1126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62.47%，主要用于退役士兵安置、军队离退

休干部（含退休士官）安置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

退役军人社会保险接续补缴经费。 

（7）社会福利，预算数为 51107 万元，决算数为 4761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3.17%，主要用于儿童福利、老年福利及殡葬

等社会福利事业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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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残疾人事业，预算数为 18812 万元，决算数为 15940

万元，完成预算的 84.73%，主要用于残联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残疾人康复、残疾人就业培训、残疾人居家养护及其他残疾人

事业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根据相关补贴政策，据实拨

付残疾人保障经费。 

（9）红十字事业，预算数为 612 万元，决算数为 601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8.2%，主要用于红十字会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群众性现场初级急救培训、中华骨髓库建设等经费支出。 

（10）最低生活保障，预算数为 12700 万元，决算数为  

118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09%，主要用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经费支出。 

（11）临时救助，预算数为 1660 万元，决算数为 2344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41.2%，主要用于特殊群体临时救助和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及救助场所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因疫情影

响，追加临时救助经费，保障特殊群体基本生活。 

（1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预算数为 200 万元，决算数为  

22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3.5%，主要用于特困人员救助经费支

出。高于预算主要是据实拨付特困人员补助。 

（13）其他生活救助，预算数为 1051 万元，决算数为 857

万元，完成预算的 81.54%，主要用于特殊对象救补助经费支出。

低于预算主要是据实拨付特殊对象生活救补助。 

（14）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预算数为 0 ，决

算数为 112 万元，主要用于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助经费支

出。高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下达文件，据实拨付城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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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5）退役军人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354 万元，决算数为

129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86%，主要用于退役军人机关人员

经费及日常运行、拥军优属等经费支出。 

（16）财政代缴社会保险费支出，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 399

万元，高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下达文件，据实拨付财政

代缴社会保险费。 

（17）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预算数为 23439

万元，决算数为 245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91%，主要用于

各街道社会保障项目、支内回沪人员救济等经费支出。 

8. 卫生健康支出。预算数为 128120 万元，决算数为 12076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26%。其中： 

（1）卫生健康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28336 万元，决算数为

9802 万元，完成预算的 34.59%，主要用于医疗卫生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其他医疗卫生管理事务等经费支

出。低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下达文件，将市民社区医疗

互助帮困项目经费由本科目调整至“医疗救助”款级科目列支。 

（2）公立医院，预算数为 34405 万元，决算数为 2379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69.15%，主要用于公立医院部分人员经费、设

备购置和基建项目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部分基建项目

和设备购置资金来源调整为抗疫特别国债，相关经费调整至政

府性基金预算列支。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算数为 13904 万元，决算数为

1301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3.58%，主要用于社区卫生机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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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和社区综改等经费支出。 

（4）公共卫生，预算数为 17867 万元，决算数为 21539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20.55%，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中央补助公共卫生专项等经费支出。

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公共卫生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央

专款。 

（5）中医药，预算数为 162 万元，决算数为 21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32.1%，主要用于中医健康服务发展等经费支出。高

于预算主要是追加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中央专款。 

（6）计划生育事务，预算数为 6433 万元，决算数为 663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08%，主要用于计划生育避孕药具购置、

孕前优生健康监测、高龄孕妇优生健康指导以及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与扶助费等经费支出。 

（7）行政事业单位医疗，预算数为 24300 万元，决算数为

2396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62%，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等经费支出。 

（8）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预算数为 0，决算

数为 697 万元，高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下达文件，据实

拨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资金。 

（9）医疗救助，预算数为 2400 万元，决算数为 20194 万

元，完成预算的 841.42%，主要用于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和

救助对象医疗救助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市民社区

医疗互助帮困项目经费市级专项补助资金。 

（10）优抚对象医疗，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 31 万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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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优抚对象医疗救助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

政局下达文件，据实拨付相关经费。 

（11）医疗保障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83 万元，决算数为

20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2.57% ，主要用于医疗保障局人员经

费及日常运行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商保机构参与

长护险试点项目经费。 

（12）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预算数为 130 万元，决

算数为 685 万元，完成预算的 526.92%，主要用于上述项目以

外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疫

情防控专项经费。 

9. 节能环保支出。预算数为 11144 万元，决算数为 157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41.01%。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137 万元，决算数为

13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5.22%，主要用于环保部门人员经费

及日常运行、环境保护管理、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保障、环境

保护宣传、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

主要是追加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经费。 

（2）环境监测与监察，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 144 万元，

高于预算是追加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办公业务用房修缮工

程项目经费。 

（3）污染防治，预算数为 410 万元，决算数为 518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26.34%，主要用于水质监测服务、扬尘污染防治

实时监控设备运行、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区

域降尘巡检、土壤污染治理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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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中央专款。 

（4）污染减排，预算数为 9597 万元，决算数为 13271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38.28%，主要用于区监测站日常运行，大气、

地表水、噪声自动监测站运维，监测设备购置更新及锅炉监测，

老旧居民小区雨污改造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

政局下达文件，将中小锅炉低氮提标改造补贴、街道垃圾厢房

建设改造工程项目经费调整至本科目列支。 

（5）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 471 万

元，高于预算主要是根据市财政局下达文件，将困难行业稳就

业补贴调整至本科目列支。 

10. 城乡社区支出。预算数为 323325 万元，决算数为 

287617 万元，完成预算的 88.96%。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19839 万元，决算数

为 12340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2.97%，主要用于街道、建管委、

绿容局、规土资源局、城管执法局等部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城市运行维护管理等经费支出。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预算数为 3032 万元，

决算数为 23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76.19%，主要用于城市规划

研究、地块控制规划性调整、国有土地价值评估、部分区域雕

塑设计与制作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贯彻落实过“紧日

子”思想，压减部分项目经费，主要包括长风社区 W060602 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pt0270b 街坊局部调整、长风绿地保留建筑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项目等。 

（3）城乡社区公共设施，预算数为 30762 万元，决算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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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6.9%，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与维护相关支出，包括金昌路-交通路道路改扩建、架空线入地

和合杆整治工程、排水设施整修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

追加光复西路、曹杨路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程，云岭西路

等道路新建改建工程及道路景观整治工程等项目经费。 

（4）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预算数为 80977 万元，决

算数为 9413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6.25%，主要用于环卫、绿

化、景观灯光日常养护，垃圾清运与处置，公共绿地建设与调

整改造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市容环境保障、祁云绿地新建工程、苏州河岸线公园（一

期）新建工程、苏州河岸线公园（长风段）绿地改造提升工程、

谈家渡路公共绿地新建工程等项目经费。 

（5）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款），预算数为 1398 万元，

决算数为 142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72%，主要用于建筑材料

抽检、建筑工程安全质量专项检查等经费支出。 

（6）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预算数为 87317 万元，决

算数为 24231 万元，完成预算的 27.75%，主要用于街道日常社

区管理及服务项目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部分基本建设

项目调整为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相应减少经费支出。 

11. 农林水支出。预算数为 17216 万元，决算数为 171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83%。其中： 

（1）水利，预算数为 17216 万元，决算数为 1718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9.83%，主要用于水利方面的经费支出，包括智慧

城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二期）、金昌河新建工程及苏州河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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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等经费支出。 

12.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预算数为 76172 万元，决

算数为 8995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8.1%。其中： 

（1）国有资产监管，预算数为 1172 万元，决算数为 103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88.31%，主要用于国资委人员经费和日常运

行、国资监管审核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贯彻落实过“紧

日子”的思想，按照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的 10%压减支出预算。 

（2）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预算数为 75000 万元，

决算数为 889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8.57%，主要用于产业发

展专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预算数为 340 万元，决算数为 3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2.06%。其中： 

（1）商业流通事务，预算数为 200 万元，决算数为 236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18%，主要用于稳定猪肉价格补贴、菜场改造

补贴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菜场改造补贴项目经费。 

（2）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预算数为 140 万元，

决算数为 111 万元，完成预算的 79.29%，主要用于海关商检专

项、标准化菜场菜价通及菜价追溯系统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

主要是因疫情影响，调减标准化菜场及副食品专项经费。 

14. 金融支出。预算数为 474 万元，决算数为 411 万元。

完成预算的 86.71%。其中： 

（1）金融部门行政支出，预算数为 266 万元，决算数为 2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6.02%，主要用于金融监管部门人员经费

及日常运行等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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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发展支出，预算数为 116 万元，决算数为 82 万

元，完成预算的 70.69%，主要用于金融业务指导及宣传、机构

专项检查、金洽会参展等经费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因疫情影

响，调减金融风险防范宣传与整治活动项目经费。 

（3）其他金融支出（款），预算数为 92 万元，决算数为

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51.09%，主要用于五类机构年检等经费

支出。低于预算主要是典当行检查费用调整为市金融局承担，

相应减少经费安排。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预算数为 6361 万元，决算

数为 72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3.93%。其中： 

（1）自然资源事务，预算数为 6361 万元，决算数为 72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3.93%，主要用于住房保障及规划资源部

门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房产交易、群租整治、确权登记等经

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新设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相应增加相关经费。 

16. 住房保障支出。预算数为 106416 万元，决算数为

13408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6%。其中： 

（1）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预算数为 34706 万元，决算数

为 367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93%，主要用于廉租住房租金

补贴、物业管理费、廉租住房日常维修等经费支出。 

（2） 住房改革支出，预算数为 45854 万元，决算数为 460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35%，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比

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等经费支出。 

（3） 城乡社区住宅，预算数为 25856 万元，决算数为 5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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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预算的 198.44%，主要用于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

旧住房成套改造、消防实事工程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

根据市财政局下达特殊转移支付资金情况，将旧住房综合修缮

改造经费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至本科目列支。 

17.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预算数为 8255 万元，决算

数为 783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88%。其中： 

（1）应急管理事务，预算数为 1314 万元，决算数为 132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14%，主要用于安全监管、应急管理等

经费支出。 

（2）消防事务，预算数为 6941 万元，决算数为 650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3.69%，主要用于消防相关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

消防车购置、消防装备购置及维护等经费支出。 

18. 其他支出（类）。预算数为 79 万元，决算数为 47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601.27%。其中： 

（1）其他支出（款），预算数为 79 万元，决算数为 475

万元，完成预算的 601.27%，主要用于住宅小区消防实事工程

建设以及商业银行代理行政事业罚没收缴业务手续费、国库集

中支付业务手续费等经费支出。高于预算主要是追加住宅小区

消防实事工程项目经费以及据实拨付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手续

费等。 

19. 债务付息支出。预算数为 28426 万元，决算数为  

2842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其中： 

（1）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预算数为 28426 万元，

决算数为 2842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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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债券付息。 

20. 预备费。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对预算决算中难

以预见的支出，通过动支预备费予以安排。2020 年区本级预备

费预算 43000 万元，主要用于：因政策性因素新增的各类基本

支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区大数据中心电子政务外网升级

改造、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补缴、“智联普陀”、谈家渡绿地

建设、苏州河长风段绿地改造提升等经费支出，已根据《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有关规定归入相应的支出科目。 

21.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预算数为 28864 万元，

决算数为 2886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用于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还本。 

22.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整预算数为 3800 万元，决

算数为 74361 万元。主要是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

将 2020 年区本级超收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结余资金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23. 结转下年支出。预算数为 0，决算数为 125272 万元。

高于预算主要是部分中央专款和市级专项转移支付安排的项

目支出年内未使用完毕，按照有关规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