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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真主的佑助与成全，
我们公布1442-1443财年（公
历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
使我们伟大的国家繁荣发展
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经批准
的总支出为9900亿沙特里亚
尔，预计收入约为8490亿里
亚尔，财政赤字约为1410亿
里亚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9％）。

	 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
不利影响。在真主的成全之
下，在应对这次疫情所采取的
防疫措施中，我们命令所有公
立和私立医疗机构，为所有新
冠感染者进行免费医疗，无论
他们是沙特公民、旅沙侨民，
还是非法驻留人员。

	 今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
难之年，我们所采取的医疗卫
生措施和2030愿景所带来的
包括财政、经济在内的一系列
改革，为抵御疫情给人民健康
和国家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发
挥了作用，这一切首先是真主
的成全，其次是全体国人和侨
民携手并肩，共抗疫情的努力
成果。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曾发布指示，将此次
预算优先用于保障国人和侨民
的健康和安全，继续遏制疫
情对我们经济造成的不利影
响，坚持促进经济增长，完善
服务，扶助私营经济，保障就
业。

	 我指示，继续实施住房
项目计划，以及能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的融资项目，实现愿景
目标，确保高效支出，重视
社会保障，杜绝浪费，反对腐
败，并高效执行预算中的计划
和项目。

	 感谢尊大的真主赏赐我
们国家的诸多福祉，我们依赖
祂的成全和佑助。期望经济的
增长和全面的发展，在实现这
一切的过程中，祈求真主的佑
助，托靠于真主。

两圣地忠仆	萨勒曼国王
陛下在1442	-	1443财年
（公历2021）国家财政
预算公布之际的重要讲
话摘录

在现代世界史上，一场罕见
的、特殊的、全球性的、健
康方面的灾难，COVID-19冠
状病毒危机，从2020年初开
始，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
影响。

虽然沙特王国的经济影响着
世界经济，并受其影响，但
2021年的财政总预算向世界
证明，保护人类健康是沙特
阿拉伯王国的优先事项。公
民和定居者的充分意识和恪
守保护措施，有助于沙特克
服这一流行病，减轻其造成
的后果。国家卫生是沙特王
国的最高优先事项。对于私
营企业，为了减轻由于流行
病而给其造成的财政负担，
在今年的特别预算中被列为
最高优先事项。沙特王国通
过刺激方案，使私营企业能
够从事自己的业务，加快其
应收账款的支付，从而，有
助于经济活动的恢复，旨在
提高公民和定居者的生活质
量。沙特阿拉伯2021年度预
算采用可持续性政策，稳定
金融，在危机面前具有灵活
性和前瞻性。同时，建立先
进的数字结构，提高支出效
率，支持最需要的部门。

前言

KSA BUDGET
2 0 2 1

2020年12月31日
沙特阿拉伯王国财政部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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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将 继 续 扩 大 自
2030愿景确定以来所取得的
成就，向经济、开发、社会各
个领域更大的繁荣和发展进
发 。

	 2020年，由于新冠疫
情的蔓延，对世界各国来说，
是困难重重的一年，而沙特的
经济证明了它应对疫情影响的
能力。

	 沙特王国在真主的恩赐
下，成功采取了各项防疫措施
遏制疫情的蔓延，将维护人的
生命安全置于首位，为感染者
提供免费医疗。

	 在国王陛下亲自指挥
下，成功采取了各项金融、经
济措施，以遏制疫情对经济的
不利影响。

	 疫情期间，批准多项旨
在扶持私营经济的举措，保障
私营企业员工的就业，助力抵
御疫情的影响，维护金融稳
定。

	 我们十分重视社会保
障、开发项目、愿景项目、技
术研发等工作。另外，对于所
有项目的审评工作也在继续，
以确保这些项目与愿景的目标
和高效支出的要求相符。

	 通过便利营商环境，私

有化计划的推进，为私营经济
提供更多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
机会，以及新兴领域的发展，
继续执行2030愿景计划项目
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支
持本地化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
例，预计沙特的经济增长将大
幅提高。

	 发展基金在提升经济活
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共投
资基金也已成为沙特经济增长
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该基金准
备在明年和未来几年向沙特经
济注入数千亿资金，将可能出
现一些新行业并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为国家增加收入。

	 沙特从维护国际能源市
场稳定的政策角度出发，与石
油输出国组织（OPEC+）各
成员国合作，共同为稳定价格
大幅下跌的国际原油市场而努
力，为恢复市场稳定，提升价
格水平，努力与各成员国间达
成产量协议。

	 今年沙特作为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主席国，致力于
加强集团在治理全球经济危机
中的作用，通过激发集团成员
国的潜能，提高成员国之间的
协调和合作水平，共同应对疫
情，遏制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负面影响，调动资源投入抗疫
计划。

	 我向所有本国公民、旅
沙侨民、医务工作者、安全保
卫人员在为保护全社会的安
全，抵御疫情的危害中所付出
的非凡努力表示感谢。同时感
谢那些守卫南部边陲的战士们
所付出的一切，祈求真主使他
们坚定，并慈悯、宽恕牺牲的
烈士们。

王储殿下在14421443-
财年（公历2021）国
家财政预算公布之际
的重要讲话摘录

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主席国期
间，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协
调和合作水平，共同应对疫
情，遏制其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负面影响，筹措足够的财
政资源投入应对疫情的各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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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预算实施纲要
			在2020年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伴
随着“COVID-19”新冠病毒危机及其
后果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仍然受
到影响。随着第二波疫情的爆发，
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化。在很难预测
危机恢复所需时间的情况下，2021
年度总预算强调，保障以所有的方
式应对危机和恢复经济增长的步
伐，加强支持和补贴基本的社会保
障和服务。采取更适当的政策来平
衡经济增长和稳定中长期的财政可
持续性。同时，继续努力增加非石
油性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增加私
营企业的参与水平。以下几点可以
说明最重要的发展和挑战，以及所
采取的预算特点：

	 	 	 2030年沙特愿景代表了沙特经济
的一个主要的新过渡阶段，是对未
来的一个新的突破。是实现愿景的
计划，经济和金融改革，经济基础
的多样化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刺
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2019年，
这些举措在私营企业和经济活动中
得到明显体现，并持续到2020年前
两个月。这一转变也有助于提高抵
御经济危机的能力。随着COVID-19
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包括沙特王国，特别是在技术基础
设施的投资方面，它可以使政府和
私营企业快速反应，将现场的工作
模式更灵活地转变为远程工作模
式。
	 对于危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也对
公共财政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收
入的下降，尤其是石油方面，预计
在今年只能够覆盖84%工人们的补
偿。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非石
油收入的发展举措有助于弥补这一
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同时，可以使
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以应对沙特
王国由于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影响。
2020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统计局
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0%。他
们看到真正的石油产量下降了4.9%
，主要是由于在第二季度，遵守欧
佩克协议而降低了石油产量。

	 在去年上半年，非石油产品的实际
收入下降3.3%，这是低于国内和国
际对沙特经济的预期，被认为是与
其它国家比较下降更小的国家，尤
其是G20国家。这是由于政府为应
对健康、金融和经济危机而采取的
有效行动的积极影响。

	 初步估计表明，预计2020年国内
实际生产总值下降3.7%，石油和非
石油部门都在下降。而预测显示通
货膨胀率在2020年整体上升，平均
3.7%是作为对供给和需求的不同方
面影响的评估，如增值税提到15%
等。

	 初步预计2021年国民生产总值将
增长约为3.2%，假设经济活动在一
年内继续恢复。政府将继续努力加
强私营企业的作用，作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者，支持中小企业的成
长。同时，政府继续实施结构性改
革，以多样化的经济，通过沙特王
国2030愿景计划，改善商业环境，
为国内外投资开辟了新的领域。此
外，积极发挥发展基金的积极作
用，实施重大项目和定制专门的规
划，以实现沙特王国2030愿景。

	 鉴于世界经济面临的负面影响，
今年世界各国对经济增长和公共财
政的预期都在下降，包括沙特王
国。由于大规模疫情的后果和较低
的石油价格，沙特通过其在欧佩克
的领导作用，协调欧佩克各国，恢
复石油市场的稳定。并通过沙特作
为20国集团主席国，促进国际之间
的协调，采取必要的措施，支持全
球经济增长。减轻最不发达国家负
担以应对危机。这些努力已经极大
地缓解了全球经济危机。在本地，
随着卫生部门成功地减少了疫情的
蔓延，政府已经加强了卫生服务支
出，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应对危机部
门，重新分配各个部门的支出，向
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倾斜。为了减
轻疫情对私营企业和工人造成的负
面影响，采取一些举措和行动来缓
解危机的影响，包括对个人、公司
和投资者的支持鼓励措施。这些措
施包括财政拨款和融资便利，延期
支付部分税收和费用。

	 	 	 按照这些发展，预计到2020年
底，财政预算赤字将上升到约为
2980亿里亚尔，其目标是在2021
年底达到1410亿里亚尔，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的4.9%。在中期逐渐下
降，到2023年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0.4%。这是政府努力提高支出效
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金融稳定的
目标。

		预计到2021年，按照上述的声明，
在过去几年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努
力将得到落实。此外，已经宣布的
在2020年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措施
将增加收入。预计在2021年，销售
额约为8490亿里亚尔，比2020年
预计的将超过10.3%。预计在2023
年，收入将达到9280亿里亚尔。

	 预计2020年总的公共支出约为
10680亿里亚尔，比已经批准的预
算高出4.7%。这是今年为了应对疫
情的需要而增加的额外支出。值得
注意的是，自从今年开始的预算拨
款已经增加了约1590亿里亚尔，包
括增加对卫生部门的支持，以加强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加快对
私营部门应收款的偿还。这种增加
可以在一些支出项目中节省约1110
亿里亚尔，因为取消、延长或推迟
一些业务和资本的支出项目。

		沙特王国明年和中期的目标是，持
续为大型项目和实现愿景的计划而
划拨资金。同时，预计将持续支持
和补贴社会性支出，刺激经济在私
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及发展
基金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重要
作用。

	 	 预计已经公布的2021年费用预算
将得到保持，这是包括了2020年的
总预算，支出总额将达到9900亿里
亚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5%
）在2023年达到9410亿里亚尔。（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1%）

	 预计到今年年底，债务余额约为
8540亿里亚尔，即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34.3%。预计到2021年年底，将
达到9370亿里亚尔，即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32.7%。到2023年将达到约
10260亿里亚尔，即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31.7%，低于确认的公共债务
上限国内生产总值的50%。财政部
将继续通过国家债务管理中心，根
据金融战略目标和公共债务需要管
理债务。

	 	 根据公布的2020年度3460亿里亚
尔的预算，预计政府的储备平衡将
被保持在2021年3460亿里亚尔的水
平以内。同时，保持在2023年2650
亿里亚尔的预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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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教育

1510
一般事项

720
经济资源

460
基础装备和运

输

510
市政服务

1750
军事

1750
健康和社会发展

340 1010
安全和行政区域公共行政

*以上数字采用四舍五入
�数保留法。

财政赤字

-2980 -1410
2020 2021

亿里亚尔亿里亚尔

公共债务

8540 9370
2020 2021

亿里亚尔亿里亚尔

总支出

10680 9900
2020 2021

亿里亚尔亿里亚尔

总收入

7700 8490
2020 2021

亿里亚尔亿里亚尔

一般财政预算
在2020年和2021年

各领域支出情况		
开发基础设施，提高
服务水平

总支出：

9900
亿里亚尔

沙特财政大臣兼经济与规划大臣穆罕默德·贾丹阁下

在为公布伊历1442	-	1443（公历2021）
财年国家财政预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
到以下重点：

• 根据2021财年财政预算的中期计划，将继续出资重大项目和2030愿景项目，及社
会救助系统和一揽子激励措施，以发挥它在为私营经济提供机遇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还将注资发展基金。.

• 2030愿景作为沙特经济迈向未来的转型期，政府在过往几年中施行了实现愿景的
各项计划，进行了体制、经济和财政改革，以及一些促进经济多元化的措施。所
有这些努力，都为在危机期间的经济更加稳固和提高政府应对疫情挑战的能力发
挥了重要作用。

• 2021年，为实现2030愿景目标，中期预算将继续为愿景项目出资，并继续为私营
经济提供更多参与这些项目的机会，以及发挥发展基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
其是公共投资基金的重要作用。

• 政府采取了150余项措施为鼓励和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筹措资金。2020年第三、
四季度的就业率有所提高。

• 鉴于大量的财政储备和相对较低的政府债务，沙特
的财政状况良好。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肯定
了沙特经济的强大和基础雄厚，以及沙特应对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危机的能力。

• 感谢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员工们在疫情期间
使各项工作不受影响，正常运转而付出的努
力；感谢那些从事医务工作的英雄们，他们
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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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
方面的战
略导向

沙特应对新冠疫情
（Covid-19）之重要举措

增加对医疗及其它最需支持行业的支出，确保本国公民以及旅
沙侨民的生命安全。

继续实行防疫措施是沙特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为保障本国公
民及旅沙侨民的健康，政府将提供金融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视
当前特殊形势，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并依金融货币管理
措施，防控金融经济风险。

执行针对私营经济的扶持措施，以及同期进行的一些相应的财
政改革，以减轻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2021财政预算
肯定了政府在为使
经济恢复正轨，继
续实现既定目标所
做的努力

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高效支出作为优先选择。

中期重新进入经济增长正轨。

进一步完善针对国民提供的各项服务
，继续支持社会救助体系的工作。

维持金融稳定，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
增长。

加强财政
的可持续

性

遵守2030愿景
计划和重大项
目的协定

完善竞争
与采购制

度

提高私营经济
参与比例

完善社会
救助系统

强化基金和国
有发展银行的

作用

强化公共投资基
金对经济多元化

的作用



主要经济
指数

沙特阿拉伯王国	 -----
（G20）峰会主席国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021 2022 2023

3.2% 3.4% 3.5%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021 2022 2023

15.3% 6.1% 6.3%

2021 2022 2023

通货膨胀

2.9% 2.0% 2.0%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2021 2022 2023

2,866 3,042 3,232

（亿沙特里亚尔）

11 170+
   

  

   1

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沙特阿
拉伯王国是（G20）峰会主席国。
主席国承办了超过170场（远程视频）会议，包括部长
级会议、政府代表会议和民间代表会议。

沙特作为主席国的2020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主题“二十一
世纪的机遇属于所有人”，会议的三个主要议题：

赋能于人 守护地球 塑造新领域

由阿拉伯国家作为主席国的首
次G20峰会

约11万亿美金的一揽子激励计
划，以改善全球经济向更好发
展。

170多场会议，支持实现G20
峰会目标。

2021国家财政预算通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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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阿拉伯开始实施国家经济转
型试点计划，制定了沙特王国2030
愿景。国家转型计划2020和财政
平衡计划改革议程的目标就是经济
多样化，提高竞争力和改善商业环
境，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和私营企业
参与经济以及非石油发展。为了促
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工作规划包括
确保有效的、持续的公共财政管
理，以及高标准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的承诺，注重绩效和结果。为了达
到这些目标，财政部在2016年建立
了一个宏观金融政策机构--2019年
已经成为一个宏观金融政策局--负责
保障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工作，规划
中长期预算。同时，也为了加强公
共财政风险的识别、控制和管理能
力。

	 	 宏观金融政策机构自从建立以
来，通过招聘新员工，发展他们的
技能和吸取国际上的先进方法，在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务管理和
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的过程中，
锻炼了其能力，发挥了其作用。该
机构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和
经济统计中心，设计了一个中期财
务框架模型，用来建立不同的情景
预测、分析和报告。同时，整体的
结构处理也被开发，作为一个有益

的工具，用来分析财政年度的经济
效益，开始使用分析模型和工具，
定量评估财务框架内潜在的财务风
险。
沙特阿拉伯努力提高预算透明度，
正在准备和公布一系列的预算文
件，包括：

•·前言说明，它确定中期公共财政战
略，并定期公布过去三年的情况。

•·年度预算表，及其内容的不断发
展。

•·公民手册，附录有关预算问题和报
告的社会联络方法。

•·年终报告，具体实施和预算绩效之
间的比较，并解释二者之间偏差的
主要原因

•·季度预算绩效报告，提供关于金融
发展的最新信息和数据。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沙特阿拉伯
的开放式预算指数（OBI）得到了
改善，从而使得沙特在透明度评价
中，从2015年的零增加到2017年的
1，到2019年的18。展望未来将会
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同时，沙特王国在管理政府和国营
机构的公共财政方面实施其它更广
泛的改革。

		通过可靠的平台进行数字化解决方
案，促进政府机构的电子预算编制
和提交，以及政府采购登记系统。
（如竞争和新的采购系统）此外，
推行将会计纳入政府的权责制，排
除在中央政府的框架外。沙特阿美
公司的财务报表已在2019年中第一
次公布，作为公司首次准备上市发
行公告的一部分。

	 	 尽管沙特王国取得了进展，但仍
然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支持经济
决策和财政透明度。直接的首要的
体现在发展主权资产和负债管理框
架，它将有助于确保理解和评估金
融发展和投资决策，以及对公共部
门资产负债的影响。还要继续提高
预算文件的质量和内容，旨在保障
最高水平的透明度。

沙特阿拉伯
宏观金融和公共财政政策转型的能力建设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博客
上发表的
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