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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市 2017 年财政决算和 

2018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 年 8 月 30 日在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成都市财政局局长  高  翔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一、2017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17 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省、市党代会部署，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

市，经济运行呈现活力增强、结构优化、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在此基础上，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市财政决算

情况总体良好。 

（一）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5.5 亿元，

完成预算的 106.5%，同口径增长 11.3%，加上级补助收入、地方

政府债券转贷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上年结

转后，收入总计 2345.5 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56.7 亿元，

完成预算的 93.8%，增长 10.1%，加上解省支出、援助其他地区

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支出

总计 2228.6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结余 117 亿元。 



 — 2 —

政府性基金预算。2017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360.4 亿元，

完成预算的 179.5%，增长 70.9%，加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

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上年结转后，收入总计 2052.6 亿元。全

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1238.7 亿元，完成预算的 84.2%，增长 48.6%，

加调出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后，支出总计 1820.7 亿元。

收支相抵，结转结余 231.8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7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 亿元，

完成预算的 111.4%，增长 3.3%，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后，

收入总计 11.1 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3.5 亿元，完成预算

的 49.2%，下降 11.2%，加调出资金后，支出总计 6.6 亿元。收支

相抵，年终结余 4.5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17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10.4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7.6%，增长 55.4%，加上年结余 699.1 亿元，

收入总计 1309.4 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68.8 亿元，完成

预算的 99.3%，增长 15%。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940.7 亿元。 

以上报告的全市 2017 年财政决算，与在市第十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报告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相比，一般公共预算结余减少 1.9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减少 1.7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

余无变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增加 94.1 亿元。 

（二）市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2017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1.2 亿元，

完成预算的 109.8%，同口径增长 11.2%，加上级补助收入、区（市）

县上解收入、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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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资金、上年结转后，收入总计 1231.2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89.8%，增长 12.2%，加补助区（市）

县支出、上解省支出、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

出、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支出总

计 1187.5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结余 43.8 亿元。 

2017 年市级预备费预算 6.8 亿元，实际支出 0.4 亿元，其中

安排用于向阿坝州茂县灾区捐赠资金 500 万元，用于 H7N9 禽流

感防治经费 2969 万元，用于青白江天然气燃烧事件伤员救治设备

采购 355 万元。 

2017 年初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46.3 亿元，减去编制预

算时动用 30.3 亿元，加上按规定将结余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 70.2

亿元转入后，2017 年末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86.2 亿元。 

2017 年市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周转金余额仍为

4 亿元。 

2017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 43.8 亿元，主要包括：卫

生、计生和社保方面 3.5 亿元，教育、文化和体育方面 8.2 亿元，

科学技术、资源勘探、商业服务业和金融方面 7.9 亿元，节能环

保、城乡社区、交通运输和住房保障方面 15.1 亿元，农林水和粮

油储备方面 1.7 亿元，公共安全和国防方面 1.7 亿元，一般公共服

务和其他社会管理等方面 5.7 亿元。 

2017 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1.3

亿元，比预算数减少 0.8 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2385

万元，减少 58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9802 万元，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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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114 万元，减少 1854 万元。 

2017 年市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 3.6 亿元，主要用于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文化创新升级、节能环保

与生态文明等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2017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460.3 亿元，

完成预算的 161.4%，增长 45.3%，加上级补助收入、区（市）县

上解收入、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上年结转后，收入总计 1173.6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47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75.5%，增

长 25.2%，加补助区（市）县支出、调出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支出后，支出总计 1019.3 亿元。收支

相抵，结转结余 154.4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17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4 亿

元，完成预算的 124.2%，下降 24.6%，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

余后，收入总计 6.1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1 亿元，完成

预算的 28.3%，下降 63.8%，加补助区（市）县支出、调出资金

后，支出总计 2.7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4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市级社会保险基金决算与全市数据一致。 

以上报告的市级 2017 年财政决算，与在市第十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报告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相比，一般公共预算结余无变化，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增加 2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余无变化，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增加 94.1 亿元。 

（三）2017 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 

2017 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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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认真落实市第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以及市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系统推进财源建设、持续深化财税

改革、有效防控财政风险，超额完成全年收入目标任务，聚财能

力和用财水平显著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

强财政保障。 

一是全面完成收支目标，财政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坚持依

法征收，应收尽收，在全面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政策的基础上切实

加强征管，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口径增长 11.3%，增幅高于预算目标 3.8 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增幅 1.9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 70.9%。严格支出

管理，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序加快执行进度，调整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10.1%，支出进度同比

提高 1.7 个百分点。其中，全市“十大民生实事”投入 155.8 亿元，

完成年初预算安排的 112.9%。全市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5.9

亿元，同比下降 23.3%。 

二是全面聚焦重点项目，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显现。全面贯

彻落实“产业新政 50 条”，围绕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和产业功

能区加大财政收入，多渠道撬动社会资本支持产业园区标准厂房

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向高端迈进

发展，大力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

功引进国家农业科技中心项目，都江堰市田园综合体项目成为全

国首批试点项目。贯彻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动“蓉漂”计划、

“青年人才驿站”等重点项目实施。支持优化拓展城市空间，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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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天府国际机场、地铁 18 号线、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等重大项

目建设。支持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推动实施“三治一增”，加快

构建“一轴两山三环七带”天府绿道体系。 

三是全面加强民生保障，公共财政特征进一步彰显。继续加

大财政教育投入，实施“七大教育行动计划”，健全教育资助政策

体系，促进全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支持健康成都建设，构建成

都特色分级诊疗制度，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准提高到 60

元/人。开展全民免费技术技能培训，引导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创新

创业，降低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探索推行长期照护

保险试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460 元/

人。支持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积极推动锦官城、城市音乐厅、“杜甫千诗碑”等重大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成功举办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第六届国际非遗节、成都

国际马拉松赛等重大文体赛事活动。聚焦聚力精准脱贫，建立四

项扶贫基金，帮助简阳市 58 个省定贫困村脱贫，支持我市第三

轮第二批“百村万户”相对贫困对象脱贫，全面完成对口援建藏区

财政资金保障任务。 

四是全面深化财税改革，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遵循重

塑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经济地理要求，积极稳妥实施中心城区财

政体制改革，调整优化市区两级税收收入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分

享机制，推动中心城区一体化、郊区新城差异化发展。创新财政

投入方式，完成目标规模 1000 亿元的成都发展基金顶层设计，成

功推动成都发展基金（一期）组建。深入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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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PPP），42 个项目纳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加强财政金

融互动，设立首期规模 1.7 亿元的“农贷通”平台风险补偿资金，扩

大“壮大贷”覆盖面。丰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手段，授予中小微企

业采购合同 190.5 亿元、地方名优企业采购合同 38.21 亿元，分别

占采购总金额的 83.8%、16.8%。研究出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

施意见等 4 项政策措施，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转变。 

五是全面加强预算管理，财政资金绩效进一步提升。深化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出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和预算绩效评价操

作规程，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市级重点绩效评价

项目 71 个，涉及财政资金 121.9 亿元，增长 41.3%。健全政府债

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举债融资行为，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和违

规政府购买服务进行清理整改，加强中长期政府支出责任审核和

监控。充分用好债务资源，有效降低债务成本，争取省转贷我市

新增债券资金 153 亿元、置换债券资金 732 亿元，2017 年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 2330.2 亿元，处于政府债务限额 2598.4 亿元以下，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持续开展财政监督检查，重点开展扶贫和民生

资金、严肃财经纪律、预决算公开、财政绩效评价、财政支出数

据质量、库款和财政专户管理等专项检查，切实保障重大财税政

策落实和资金安全。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首次

按项目公开对区（市）县转移支付情况，财政透明度位居同类城

市前列。 

2017 年，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但财

政管理改革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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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不够牢固，结构有待优化，距离高质量发展

要求还有一定距离；财政支出压力逐年增大，僵化固化的问题比

较突出，资金使用绩效仍需进一步提升；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但部分区域债务风险偏高，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对这些

问题和不足，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8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4.8 亿元，完成预

算的 58.9%，同口径增长 14.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70.3

亿元，完成预算的 48.3%，增长 9.6%。 

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525.5 亿元，完成预

算的 48.7%，增长 106.3%。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623.3 亿元，完

成预算的 47.3%，增长 89.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 亿元，完成

预算的 15.2%，增长 68.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9 亿元，完

成预算的 35.7%，增长 1082.2%。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52 亿元，完成

预算的 55.4%，下降 8.2%。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78.5 亿元，

完成预算的 41.6%，增长 8%。 

（二）市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5 亿元，完成预算

的 56.8%，同口径增长 8.3%。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9 亿元，

完成预算的 45%，增长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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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28.1 亿元，完成预

算的 31%，增长 2.4%。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23.1 亿元，完成预

算的 43.2%，增长 4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 亿元，收入将

在下半年实现。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5 亿元，完成预算的

61.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与全市

数据一致。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财政部门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发展

要求统揽财政工作，以绩效为导向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以“全面落

实年”为主线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全市财政运行平稳向好，各项改

革有序推进。 

一是加力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

业发展财政投入大幅增加，成都发展基金（一期）和产业引导股

权投资基金财政出资足额落实，公园城市绿色发展基金、“中优”

绿色生态基金、“东进”发展建设基金、重大产业发展建设基金、新

经济及金融科技发展基金等 7 支子基金完成设立。创新“投贷联

动”机制，采取“股权投资+园区贷风险资金池”等方式，引导带动

金融资本和社会投入支持 66 个产业功能区建设。财政科技投入力

度进一步加大，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设立新经济天使基金，

推动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制定生活性服务业财政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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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生活性服务业专项行动计划。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推动组建设立特色镇（街区）

和川西林盘建设发展基金。积极争取国际航线和国际班列开行省

级财政补助，成功申报设立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保税物流中心（B

型），成都高新西园综保区即将获批。 

二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努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上半年全市“十大民生实事”财政投入 102.4

亿元。创新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经费保障激励机制，设立社区发展

治理专项保障资金和专项激励资金，加快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社

区。支持公立医院改革，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府投入政

策实施方案，全面推进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健全财政长效投入机

制。扎实推进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完善公交运营亏损财政补贴机

制，完成地铁 18 号线、9 号线、17 号线 PPP 项目“两评一案”工

作，并纳入财政部 PPP 项目库。创新环境保护财政投入方式，

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环境保护考核激励机制，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三大战役”。 

三是坚持绩效导向深化管理创新，全面系统推进财税改革。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系统谋划“1+2+N”改革

思路，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全方位、全领域、全过

程推进。制定出台规范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试点

编制部门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扎实开展预算执行中期评估，全面

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以增加资本金为重点赋能国有企业。建

立财政性资源整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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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存放管理操作办法，强力推动政府财政性资源整合。完善预

算公开机制，首次分项目分地区公开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支出预

算按经济分类细化公开至款级科目。依法依规严格债务管理，开

展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摸底调查，形成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

重大风险清单，建立健全限额管理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目标考

核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五项机制。 

三、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市人大有关决议要求，抓改革、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 

（一）高质量组织财税收入。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变化，强化

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和分析，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借

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深化财税联动，扎实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

作，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原则，加

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征管，严禁收“过头税”“乱收费”，坚决不掺

水分、不搞空转。完善目标考核办法，优化财税指标设计，在做

大财政“蛋糕”的同时，努力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

比重、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等三个指标比重。 

（二）高质量推进财源建设。制定出台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

的意见，系统谋划新时代成都财源建设总体布局和战略路径。聚

焦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和产业功能区加大财政投入，优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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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要素供给，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集群成链。优化营商

环境，在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断优化体制机制等“软环境”。支

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做大做强总部经济，通过内培和外引一批

龙头企业，壮大纳税主体。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推动“个转企、

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积极打造独角兽成长环境，助力新经

济蓬勃发展。 

（三）高质量深化财政改革。深入推进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

预算制度改革，完成绩效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顶层设计，制定

指导意见，出台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和市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管理全覆盖实施办法，加快建立“花钱问效、无效问责”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做大做强做实政府投资

基金，加快组建子基金群，积极推动 PPP 项目入库落地，创新

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切实加强政府

债务管理，建立政府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定期统计报告制度，坚决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有序化解政府债务存量，严肃查处违法违规

举债融资担保行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深入落

实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创新财税利益分享机制，

打造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四）高质量强化财力保障。紧扣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安排部

署，调整保障序列，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市委、市政府重大

部署和重点项目落实落地。坚持“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支持打

造立体开放战略通道，构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国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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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和区域带动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完善环境保护和

生态建设财政投入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推行绿色政府

采购制度，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稳步加大民生投入，落实好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和社区治理等各项民生政策，努力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和

获得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和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部署，抢抓机遇、服务大局，真抓实

干、奋勇争先，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