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抗疫特别国
债分配以及 2020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的说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就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抗
疫特别国债分配以及 2020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作如下说明，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的原因及依据
（一）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根据财预〔2020〕79 号文件，财政部下达我省一般
债务限额 366 亿元；根据财预〔2019〕198 号、财预〔2020〕
31 号、财预〔2020〕78 号文件，财政部下达我省专项债
务限额 1521 亿元。据此，财政部下达我省 2020 年政府
债务新增限额合计 1887 亿元。具体如下：
一是 2020 年 1 月，
财政部第一次提前下达我省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74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 22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527 亿元，已按法定程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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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020 年省级年初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
实施。
二是 2020 年 4 月，财政部再提前下达我省 2020 年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510 亿元，已于 2020 年 5 月
按法定程序进行预算调整，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实施。
三是财政部此次下达我省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 额
63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46 亿元(含新增地方赤
字 19 亿元和政府债务外贷 16.11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84 亿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江西省预算审查监
督条例》以及《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等规定,地方政府
债务收支实行预算管理，纳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
性基金预算。省级财政部门依照财政部下达的限额，提
出本地区政府债务安排建议，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省
级政府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二）关于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支出预
算的通知》
（财预〔2020〕63 号），财政部下达我省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 190 亿元。财政部有关抗疫特别国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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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办法规定，省级财政部门接到中央财政下达的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后，相应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并编制
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经省级政府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
准。
二、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安排情况
我省 2020 年新增一般债券资金重点聚焦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
优先安排支持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攻坚、污染防治、乡
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专项债券资金围绕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重大战略部署，聚焦国务院确定的九大领域，重点
用于有一定收益的政府公益性资本项目建设。具体安排
情况如下：
( 一）再提前下达的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510 亿
元。
省级债务支出 109.4 亿元。
1.
1.省级债务支出
一是安排省发改委 14.4 亿元，全部作为项目资本金
用于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铁路（江西段）建设。
二是安排省交通厅 60 亿元，用于省级收费高速公路
建设。
三是安排省供销合作社 24 亿元，用于全省冷链物流
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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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安排省卫健委 11 亿元，其中：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象湖院区（一期）工程 8 亿元、南昌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红角洲分院（二期）工程 2 亿元、南昌大学第四
附属医院改建工程 1 亿元。
转贷市县债务支出 400.6 亿元。
2.
2.转贷市县债务支出
一是根据省政府《关于推进全省国家级开发区创新
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若干意见》（赣府发〔2020〕
8 号）精神和省发改委对 2019 年度全省国家级开发区争
先创优综合考核排名，安排全省 19 个国家级开发区 50
亿元，其中：考核评分 85 分以上的各 5 亿元，80-85 分
的各 4 亿元，80 分以下的各 2 亿元。
二是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
快打 造 大南 昌都 市 圈 工 作方 案 >的 通 知》 ( 赣 办 发电
〔2018〕88 号）精神，安排南昌市 43 亿元，其中轨道交
通 40 亿元，旧城区改造 3 亿元。
三是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
持赣 江 新区 加快 发 展 的 若干 意 见 > 的 通 知 》（ 赣 办发
〔2017〕10 号）精神，安排赣江新区 10 亿元。
四是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
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行动方案（2018-2020）>的通知》
（赣
办发〔2018〕13 号）精神，安排赣州稀金科创城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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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精神，安排
于都县 2 亿元。
六是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樟树“中国
药都”振兴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赣府厅字〔2017〕123
号）和住建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等部门《关于公布
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的通知》（建办城
〔2015〕19 号）精神，安排宜春市 10 亿元。
七是考虑到赣州市为承办好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加大了项目建设力度，安排赣州市 2.5 亿元。
八是按照因素法分配 278.1 亿元。结合审核通过的
项目需求清单，根据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专项债务率、
需求审核通过率、化债完成进度等因素，在市本级、县
（市、区）测算分配。如果测算数高于当地上报的 2020
年新增专项债券需求的，按实际需求分配；未填报 2020
年新增专项债券需求的，不予分配；上述两项多出来的
额度，按上述因素法再次分配。对被列为专项债务风险
预警的市县，在因素法分配中，不安排专项债务新增额
度。
（二）此次拟安排的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630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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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债务支出 60.71 亿元。
1.
1.省级债务支出
一是预算中用债券安排的项目 50 亿元，其中：
（1）新农村建设 15 亿元。
（2）水利建设 20.9 亿元。
（3）水运发展建设 5 亿元。
（4）保障性安居工程 4.1 亿元。
（5）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院建设 3 亿元。
（6）标准厂房建设 2 亿元。
二是安排省交通厅 10 亿元，用于我省普通公路升级
改造。
三是安排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0.71 亿元，用于筹建
飞行学院。
转贷市县债务支出 534.171 亿元。
2.
2.转贷市县债务支出
一是为支持加快打造大南昌都市圈，再安排南昌市
40 亿元。
二是根据省政府《关于支持赣州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市的若干意见》
（赣府发〔2017〕41 号）和《关于支持赣
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
（赣府字〔2020〕39 号）精神，安排赣州市 30 亿元。
三是为支持赣江新区建设，安排直管区 3 亿元、统
筹区的南昌市经开区、永修县、共青城市三个组团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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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共计 6 亿元。
四是为支持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
设，安排景德镇市 5 亿元。
五是为支持鹰潭市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安排鹰潭市 3 亿元。
六是按照因素法分配 450.171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50.171 亿元全部安排给县（市、区）
。
根据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一般债务率等因素进行测算分
配。另外，财政部下达我省的 2020 年易地扶贫搬迁一般
债务规模 2.98 亿元，由市县在本次分配的一般债务限额
中统筹安排。
专项债务限额 400 亿元。结合各地上报的 2020 年专
项债券项目需求清单，根据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专项
债务率、全口径债务风险率等因素,在设区市本级、县
（市、区）测算分配；如果测算数高于当地上报项目资
金需求的，按实际需求分配。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
“资
金跟着效益走”的原则，为保证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
工作量，各设区市在总额不变前提下，结合市县的实际
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新增地方赤字支出 19 亿元。
3.
3.新增地方赤字支出
此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全部落实到 11 个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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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根据财政困难程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收规
模、一般债务率等因素进行测算分配。
政府债务外贷支出 16.119 亿元。
4.
4.政府债务外贷支出
根据财政部审核通过的政府债务外贷项目年度提款
计划，列入项目所在市县的债务限额内。执行过程中，
未使用完的政府债务外贷额度，由省财政厅按财政部规
定程序经省级政府批准后，调整用于发行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
三、此次拟安排的抗疫特别国债支出 190 亿元
根据财政部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此项
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
备案同意、快速直达”原则，直接下达市县基层，全部
用于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我省抗疫特别国债按因素法直接分配至各县（市、
区），并建立抗疫特别国债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每笔资金
一是
流向明确，账目可查。一是
一是考虑到我省赣江新区管理体
制调整，相关基础数据暂时无法取得，单独切块 2 亿元
二是
安排给赣江新区。二是
二是其余 188 亿元，根据 2019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规模、2020 年新增减税等因素分配给 100
个县（市、区），并对 25 个贫困县增加 0.2 的调节系数。
四、省级预算调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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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政府债务新增限额以及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分别
在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和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省级政府性基金
调整预算基础上，作如下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增
一般债务收入 146 亿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增
14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省级支出 3.7685 亿元，转移
性 支 出 142.2315 亿 元 （ 含 省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支 出
56.9415 亿元，一般债券转贷支出 69.171 亿元，政府债
务外贷支出 16.119 亿元）。
据此，调整后的 2020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情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
增 674 亿元，其中：专项债务收入 484 亿元，抗疫特别
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190 亿元。
2.支出预算调整情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
增 674 亿元，其中：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484 亿元，抗疫
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支出 190 亿元。
据此，调整后的 2020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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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五、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我省 2019 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6276.44 亿元，加上
2020 年新增限额 1887 亿元，我省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
为 8163.4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927.55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4235.89 亿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以及《财
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等，各级政府只能在中央下达的限额
内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债务，除此以外，各级政
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也不得为任
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主动接受省人大监督指导，按照这次会议要求，严格债
券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充分发挥资金补
短板、强弱项作用，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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