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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 十 八 次 会 议 文 件 

 

成都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都市市级 2020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0 年 6 月 16 日在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成都市财政局局长  高  翔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会议安排，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20 年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规模 

省政府下达我市 2020 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100 亿元，调整

后 2020 年全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为 1242.4 亿元。 

在省政府下达的债务限额内，财政厅核定转贷我市 2020 年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100 亿元。2019 年末我市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余额为 1043.8 亿元，加上此次新增债务 100 亿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余额为 1143.8 亿元，距省政府下达我市 2020 年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1242.4 亿元尚有一定空间，债务风险继续处

于可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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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有关规定，市政府在省政府下达的

限额内举借债务，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以上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规模，请予审查批准。 

二、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安排和偿还 

按照中央、省要求，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要聚焦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面落实“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决

策部署，统筹防疫情、稳增长和保民生，充分考虑国家重大战略、

重点领域补短板、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在建项目等需求。我市新增

债券安排重点支持“东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重大项目建

设，切实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补齐医疗卫生短板，满足区（市）

县合理融资需求以及保障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市本级 40 亿元。一是支持“东进”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25 亿元。包括东西城市轴线（东段）

项目 15 亿元、成德大道建设项目（天府大道北延线）10 亿元。

二是支持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做好大运会筹备工作 11.1 亿元。

包括大运会场馆建设改造相关项目 4 亿元、自然博物馆建设 3 亿

元、川大博物馆建设 3 亿元、川剧艺术中心改扩建 1.1 亿元。三

是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加快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 3.9

亿元。包括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救治病房建设改造及医疗设备购置等公共卫生能力建

设项目 3 亿元、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天府医院二期工程建设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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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二）转贷 60 亿元。其中：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 7 亿元、

成都高新区 5 亿元、锦江区 2.5 亿元、青羊区 2.5 亿元、金牛区

2.5 亿元、武侯区 2.5 亿元、成华区 2.5 亿元、龙泉驿区 8.5 亿元、

青白江区 1.5 亿元、新都区 1.5 亿元、温江区 1.5 亿元、双流区 5

亿元、郫都区 1.5 亿元、简阳市 4 亿元、彭州市 1.5 亿元、邛崃

市 2.5 亿元、金堂县 4 亿元、新津县 2.5 亿元、蒲江县 1.5 亿元。 

上述方案已报经财政厅核准。按照“谁使用、谁偿还”的原则，

市级使用的债券资金本息及发行费由市政府负责偿还；转贷区

（市）县使用的债券资金本息及发行费由相关区（市）县政府负

责偿还。各级政府根据债务风险状况以及财力情况，合理制定年

度偿债计划，按照“一般债券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的要

求，严格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加强还款资金预算管理，切实履行

还款责任。 

三、2020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 

根据规定，省级财政转贷我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全额纳

入市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区（市）县政府使用债券由市

本级财政转贷，并纳入区（市）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相应

调增市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100 亿元；调增市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40 亿元，其中教育支出 3 亿元、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1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3.9 亿元、城乡社

区支出 28 亿元，调增市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预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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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经本次调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

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636.4 亿元调整为 736.4 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423.1 亿元

调整为 463.1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批准的 407.5 亿元调整为 467.5 亿元。 

四、2020年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财政预算调整 

市本级转贷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7

亿元后，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一般公共预算调增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转贷收入预算 7 亿元；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7 亿元，全

部增列城乡社区支出。经本次调整，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一般公

共预算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47.5

亿元调整为 54.5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

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93.4 亿元调整为 100.4 亿元。 

五、2020年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调整 

市本级转贷成都高新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5 亿元后，成

都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调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5

亿元；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5 亿元，全部增列城乡社区支

出。经本次调整，成都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

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43.9 亿元调整为 48.9 亿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215.4 亿元

调整为 220.4 亿元。 

以上报告的市级 2020 年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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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20年成都市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

会议批准的预算数 
预算调整 调整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41910   1941910 

转移性收入          6364236 1000000 7364236 

  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000000 1000000 

收入总计 8306146 1000000 930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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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20年成都市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表 

    单位：万元 

科目 
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批准的预算数 
预算调整 调整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31138 400000 4631138 

其中：教育支出 492071 30000 52207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34831 51000 285831 

卫生健康支出 629819 39000 668819 

城乡社区支出 300779 280000 580779 

转移性支出 4075008 600000 4675008 

  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   600000 600000 

支出总计 8306146 1000000 9306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