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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2020 年度
政府决算公开说明

一、政府决算报告情况说明

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2020 年度财政总决算工作是

按照国家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乌鲁木齐市财政局确定的财政

体制及有关财政结算办法执行。

2021 年 8 月 20 日，经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46 次会议审

议，批准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2020 年度财政决算。

二、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一）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216,042 万元，其

中：返还性收入 120,014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4,488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1,540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分项目情况：一般公共服务 817 万元；公

共安全 26 万元；教育 1,199 万元；科学技术 20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 4,182 万元；卫生健康 13,178 万元；节能环保 4,946 万元；

城乡社区 3,313 万元；农林水 435 万元；交通运输 220 万元；资

源勘探信息等 4,305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9,102 万元；金融 191

万元；住房保障 4,676 万元；其他收入 4,930 万元。

（二）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6,795 万元。

（三）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306 万元。

三、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2020 年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2,245,2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77,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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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限额 968,000 万元。2020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946,509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决算数 1,111,209 万元，政

府专项债务余额决算数 835,300 万元。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0 年债务限额

月

2020 年债务余额（决算数）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经开区

（头屯河区）
2,245,200 1,277,200 968,000 1,946,509 1,111,209 835,300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决算数。2020 年到期

政府债务本息 242,331 万元，其中：本金 183,530 万元（一般债

券 169,428 万元，专项债券 14,102 万元），利息 58,801 万元（一

般债务 36,724 万元，专项债务 22,077 万元），全部按时偿还，

无逾期违约情况。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经开区（头屯河区）

2019 年债务余额（决算数）一、2020 年政府债券发行额 410,300

1,278,000

703,000

1,719,739

1,145,137

（一）一般债券 135,500

（二）专项债券 274,800

二、2020 年还本 183,530

（一）一般债券 169,428

（二）专项债券 14,102

三、2020 年付息 58,801

（一）一般债券 3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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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项债券 22,077

（三）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年初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 1,719,739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145,137 万元，专项

债务余额 574,602 万元。本年地方政府转贷收入 410,300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35,500 万元（全部是再融资债券），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74,8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9,800 万元，新增专

项债券 265,000 万元）。本年地方政府还本支出 183,530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69,428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4,102

万元；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946,509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为 1,111,209 万元，政府专项债务余额为 835,300 万元。

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号

项目名称

月

项目类别 债券性质 项目规模

1
十二师合作区 104 团部分（一期）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目设施建设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15,182

2 延伸区土地补偿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48,620

3 开发区北新区撤村建居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775

4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园林零星绿化工程专项
其他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 一般债券 18

5 延伸区小绿谷综合园区开发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225

6 大绿谷景观提升园区开发项目工程
其他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 一般债券 5,415

7 中科路道路两侧绿化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其他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 一般债券 206

8
一期喀什西路、厦门路、广州街、广州南街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一标）境综合整治工程（一标） 道路 一般债券 132

9 开发区民生事业工程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5,600

10 一号台地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3,000

11 2006-2014 年回购收益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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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号台地中一路西山路 道路 一般债券 4,304

13 大绿谷园区前期费回报 道路 一般债券 33

14
北新区园区开发项目一期市政道路、30 条民生排水工

程项目 道路 一般债券 774

15 大绿谷园区 7 条市政道路、两条给水管线、烟厂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1,166

16
大绿谷园区 7 条市政道路、两条给水管线、烟厂投资

回报 道路 一般债券 337

17 创园线路整治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

18 甘泉堡工业区园区开发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331

19 软件园园区开发项目智能大厦 文化旅游 一般债券 9,238

20 绿化工程园区开发项目回报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7,918

21 白鸟湖新区坡地公园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383

22 河南庄村道路维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41

23 白鸟湖新区土地储备项目-西缘产业中心征收 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3,602

24 乌鲁木齐高铁片区核心区一期土地储备项目 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 6,198

25 乌鲁木齐国际纺织品商贸中心智能公共停车场项目 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7,000

26 纺服中心乌鲁木齐纺织纤维纱线产业园区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
专项债券 24,000

27 白鸟湖临港工业产业园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
专项债券 63,000

28 高铁周边及白鸟湖新区供排水管网建设项目 供水 专项债券 7,000

29 两河片区园区开发项目（一期） 产城融合项目 专项债券 5,000

30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扩建工程（一

期） 其他市政建设 专项债券 20,000

31 西站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污水防治 专项债券 10,000

32 八钢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二期） 污水防治 专项债券 5,000

33 乌鲁木齐铁路口岸快件中心项目
城乡冷链物流

设施建设
专项债券 38,000

34 中小微企业园二期一号台地建设项目 其他 专项债券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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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国际纺织品服装园区服务中心项

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专项债券 15,000

36 乌鲁木齐国际纺织品服装商贸中心配套智能仓储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
专项债券 8,000

37 高铁周边及白鸟湖新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供热 专项债券 7,000

38
乌鲁木齐国际纺织品服装商贸中心科学文化创意研发

设计中心

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
专项债券 30,000

39
乌鲁木齐国际物流枢纽基地（纺织品服装）商贸中心

供热工程 供热 专项债券 2,000

40 乌鲁木齐高铁片区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及配套 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6,000

四、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0 年，组织全区 111 家预算单位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对

674 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实现评价全覆盖、全公开，推动预算

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一是预算绩效管理认识水平不断提升。通过加大对绩效评价

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力度，推动预算单位充分认识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绩效管理理念不断普及和强化，责

任意识和效率意识进一步增强，有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从财政走

向预算单位。

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强化绩效目标审核，

将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民生及财政支出项目纳入重点评价范

围，动态跟踪监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构建第三方绩效评

价机制，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由“政府主导-自我评估”向“政府

主导-公民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转变。

三是预算绩效管理结果运用不断深化。加大结果应用力度，

将上年度评价结果作为编报年度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对绩效目

标评价结果偏离度较大的单位，适当核减项目预算控制数。通过

绩效评价中问题的反馈，帮助预算单位认识并分析问题，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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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建议，督促预算单位改进管理措施，提高管理水平。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1,486.42 万元，同

比增加 223.48 万元，增长 17.70%。主要原因是部分单位公务用

车使用年限已久临近报废，维修费用有所增加。其中：1.因公出

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占 0.00%，比上年减少 7.68 万元，

降低 100.00%，主要原因是今年无公出国（境）费支出。2.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482.72 万元，占 99.75%，比上年

增加 233.58 万元，增长 18.70%，主要原因是部分单位公务用车

使用年限已久临近报废，维修费用有所增加，全年未购置公务用

车。3.公务接待费支出 3.69 万元，占 0.25%，比上年减少 2.43

万元，降低 39.71%，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

行节约，减少接待批次和人员，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公务接待开支。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安排的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482.72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 0.0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82.72 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开支内容包括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公务用

车购置数 0 辆，公务用车保有量 1432 辆。

3.公务接待费 3.69 万元，具体为：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6.12

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 0 万元），主要是按规定开支的各类接

待餐费、住宿费及交通费。国内公务接待批次 89 批次，1,381 人

次（其中：外事接待批次 0 批次，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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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和多重压力挑战，在区委、

管委会（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财政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把握财政工作新方向，紧紧围绕全年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努力挖潜增收，优化支出结构，

加强绩效管理，为全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

有力的财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