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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好局 起好步
解读贵州省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2020年是贵州发展进程中极
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重冲击，全省上下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最短时
间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撕
掉绝对贫困标签，创造赶超进位
“黄金十年”，计划执行情况总体
较好，“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
在大战大考中交出了一份党中央
放心、人民满意的优异答卷。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

剩余的30.8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占比分别达到 42%和 30%左右，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8.8%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0%以上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9%和8.2%

森林覆盖率达到60%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3.3%

争取中央各项补助增长13.1%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2020年重点抓了以下工作

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持续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
■全面强化物资保障
■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强化防控基础支撑

1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统筹推进战疫战贫战灾
■较真碰硬挂牌督战
■全力以赴解决“3+1”问题
■坚决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
■凝聚脱贫帮扶合力
■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加快优化城镇发展格局
■加快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
全力推动产业振兴发展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聚力发展工业产业
■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4
全力扩大投资提振消费

■持续优化投资结构
■加强重大项目建设
■加大要素供给
■着力提振消费

5 全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狠抓问题整改
■狠抓环境治理
■狠抓生态建设
■狠抓制度改革

6
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推进科技创新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 8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严控债务风险
■管控金融风险
■防范安全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7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
■千方百计稳就业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持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全面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措施

9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要重点抓好十个方面工作

（一）大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二）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发挥园区聚集作用
■大力发展产业链龙头企业
■推动重点行业转型升级
■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三）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大力发展城镇经济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四）强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加快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五）强力推进旅游产业化
■积极发展全域旅游
■培育壮大旅游企业
■加快推进服务业创新发展

（六）着力扩大有效需求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七）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
■全面持续深化改革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科技支撑

（八）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抓好问题整改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
■加快生态修复治理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九）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抓牢抓实安全生产
■加快平安贵州建设

（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千方百计保就业促增收
■推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
■强化社会保障
■扎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全力办好“十件民生实事”

2020年全省各项事业大踏步前进

一是产业发展大踏步前进
二是基础设施大踏步前进
三是大数据发展大踏步前进

四是生态建设大踏步前进
五是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
六是民生福祉和社会治理水平大踏步前进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要准确把握几个关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
■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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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政府“大账”
贵州省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解读

2020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执行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积极争取中央大
力支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减收增支
矛盾，实现全省财政收入正增长，有力兜住基层
“三保”底线，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全
省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 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财政总收入 3082.2 亿元，比上年增加 30.68

亿元，增长 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86.78 亿
元，为预算的99.2%，增加 19.31亿元，增长 1.1%。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723.27亿元，减支225.48
亿元，下降 3.8%，主要是中央下达的新增一般债券、
车辆购置税补助分别减少 228亿元、89.54亿元，剔除
该因素，同口径增长 1.6%。收支平衡。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0.73亿元，为预算的
102.7%，增加 21.34 亿元，增长 4.7%。加上中央转移
支付 3258.6 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61.04 亿
元、调入资金 88.25 亿元、市县上解收入 101.72 亿元、
上年结余收入 45.28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990.86亿元，收入合计5216.48亿元。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164.12 亿 元 ， 减 支
259.46 亿元，下降 18.2%，主要是 2020 年中央下达用
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增一般债券减少 157.72亿元。加
上省对市县补助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上解中央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一般债券转
贷市县支出、结转下年支出，支出合计 5216.48亿元。
收支平衡。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 省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2047.12 亿 元 ， 为 预 算 的
95.9%，增加 336.18亿元，增长 19.6%，主要是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 238.69 亿元。加上中央补助、
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收入
合计3988.29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2829.72亿元，增加 1482.81亿
元，增长110.1%，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抗疫特别国债安排
的支出。加上调出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结
转下年支出，支出合计3988.29亿元。收支平衡。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131.8 亿 元 ， 为 预 算 的
78.4%，增加 89.31亿元，增长 210.2%，主要是政府还
贷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增
加收入95.36亿元。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转、上解收
入、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收入合计
2002.92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33.27 亿元，增加 184.48
亿元，增长 378.1%，主要是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增
加92.98亿元。加上省对市县补助支出、调出资金、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支出、专项债券还本支出、结转
结余，支出合计2002.92亿元。收支平衡。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40.65 亿元，增加
242.7 亿元，增长 247.8%，主要是高速公路股权出让
收入，以及部分国有企业上缴经营利润增加较多。加
上中央补助、上年结转，收入合计343.25亿元。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4.89 亿元，增加
166.58亿元，增长 285.7%，主要是增加高速公路股权
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加上调出资金、结转下年支出
等，支出合计343.25亿元。收支平衡。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40.39亿元，增加
172.75亿元，增长 255.4%，主要是高速公路股权出让
收入增加 150亿元。加上中央补助、上年结转，收入合
计241.43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41.4 亿元，增加
110.56亿元，增长 358.5%。加上省对市县补助，调出
资金、主要是按规定比例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结转下
年支出，支出合计241.43亿元。收支平衡。
（四）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218.51 亿元，为预算的
89.4%，减少 141.62亿元，下降 10.4%，主要是落实国
家减免社保费政策。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227.83亿
元，为预算的 99.9%，增加 96.98 亿元，增长 8.5%。
当年收支缺口9.32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555.76亿元。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43.78亿元，为预算的
79.1%，增加 223.41亿元，增长 101.4%，其中：保险费收
入 293.46 亿元、财政补助收入 126.12 亿元、利息等其他
收入 24.2 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04.49 亿
元，为预算的98%，增加343.51亿元，增长213.4%。当年
收支缺口 60.7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827.83亿元。收支
预算增幅较大，主要是从 2020 年起全省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由省级统一编制。

2020年的重点工作及“十三五”时期财政工作回顾

2020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守住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
切实发挥财政对脱贫攻坚和基本民生的兜底保障作用，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推动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在克服重重困难中稳步前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1年财政主要任务

（一）强化收入征管，持续培植稳定税源
（二）注重有保有压，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三）坚持财力下沉，持续增强市县“三保”等重

点支出保障能力
（四）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高基本民生保障

水平

（五）创新投入方式，持续聚焦重点任务落实
资金保障

（六）树牢底线意识，持续抓实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

（七）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提升管理水平和管
理效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淑宜 整理
制图 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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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财政总收入3082.2
亿元，比上年增加30.68亿元，
增长1%。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786.78亿元，为
预 算 的 99.2% ，增 加
19.31亿元，增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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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脱贫攻坚统揽全局，奋力撕掉绝对贫困标签
坚持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不减
大力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
积极支持产业扶贫
狠抓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挂牌督战

（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和基本民生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保障
突出保障基本民生
积极推进秋冬疫情防控

（三）精准施策积极有为，有力促进经济恢复发展
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加快推进新增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四）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大力支持市县兜牢“三保”底线
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提高市县财政保障能力
推动直达资金迅速惠企利民

（五）稳妥审慎疏堵并举，着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不断完善债务管理制度体系
完成全省债务风险等级“红转橙”目标
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六）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
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稳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