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都市 2020 年市级第二次预算调整 

方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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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市级第

二次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规模

继省政府提前下达我市2020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100亿元

后，本次再下达我市新增债务限额 558.25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3.42 亿元，专项债务 554.83 亿元。调整后，全市 2020 年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881.2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245.87 亿元，

专项债务 2635.36 亿元。  

在省政府下达的债务限额内，财政厅本次核定转贷我市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 557.95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3.12 亿元，专项债

券 554.83 亿元；转贷我市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0.3 亿元。加上市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100

亿元，截至目前全市共新增债务 658.25 亿元，减去已偿还债务

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456.38 亿元，距省政府下达我市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8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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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新增债券安排重点保障今年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

项目并适当平衡区（市）县合规举债发展需求。在市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新增债券安排使用基础上，本次

新增债券具体安排如下： 

1、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安排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3.12 亿元，全部转贷用于公办幼儿

园建设。其中：成都高新区 0.25 亿元、锦江区 0.25 亿元、武侯

区 0.37 亿元、龙泉驿区 0.31 亿元、青白江区 0.1 亿元、新都区

0.4 亿元、温江区 0.29 亿元、郫都区 0.37 亿元、简阳市 0.21 亿

元、金堂县 0.34 亿元、大邑县 0.05 亿元、蒲江县 0.19 亿元。 

2、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 

（1）市本级 202.95 亿元。一是支持公园城市建设 65.58

亿元。主要包括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旅游环线项目、环城生态

区生态修复综合项目、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万兴环保发电厂

项目、净水厂建设项目等。二是支持大运会营城 20.5 亿元。包

括凤凰山体育中心项目、天府艺术公园文博坊及场馆建设项目、

金融总部商务区三期锦江绿道项目。三是支持实施重大战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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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主要包括成自宜铁路项目资本金、火车北站扩能改造配

套枢纽工程项目资本金、轨道交通 6 号线一二期工程、轨道交

通资阳线项目资本金、智能网联厂房项目等。四是支持提升公

共服务 41.24 亿元。主要包括市属医院改扩建项目、有轨电车

蓉 2 号线及郫温车辆段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输气管道工程、李

家岩水库工程、自来水七厂（三期）工程项目。五是支持产业

功能区 29.63 亿元。主要包括成都融合创新中心项目、大数据

国家新型工业示范园区建设项目、屏芯智能智造基地项目（一

期）、成都医学城国际科创社区一期、西部氢能产业园项目。

（2）转贷 351.88 亿元。其中：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 20.65

亿元、成都东部新区 37.3 亿元、成都高新区 20.44 亿元、锦江

区 4.86 亿元、青羊区 1.49 亿元、金牛区 4.17 亿元、武侯区 6.16

亿元、成华区 12.28 亿元、龙泉驿区 37.5 亿元、青白江区 26.34

亿元、新都区 8.32 亿元、温江区 28.58 亿元、双流区 28.13 亿

元、郫都区 7.93 亿元、新津区 23.76 亿元、简阳市 10.5 亿元、

彭州市 9.9 亿元、邛崃市 7.77 亿元、崇州市 9.3 亿元、金堂县

34 亿元、大邑县 10.18 亿元、蒲江县 2.32 亿元。

根据规定，省级财政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全额纳入市

本级财政预算管理，区（市）县政府使用债券由市本级财政转贷，

并纳入区（市）县财政预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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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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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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通过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以及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偿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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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殊转移支付和抗疫特别国债情况 

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2020 年中央新增安排

特殊转移支付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支持地方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特殊转移支付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省级

财政直接分配下达我市各区（市）县特殊转移支付 48.14 亿元，

统筹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支持减税降费、

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应对疫情防控、保障基层运转等

方面，其中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 2 亿元、成都东部新区 1.75 亿

元、成都高新区 1.07 亿元、锦江区 2.79 亿元、青羊区 3.31 亿

元、金牛区 3.28 亿元、武侯区 2.79 亿元、成华区 2.75 亿元、

龙泉驿区 3.04 亿元、青白江区 1.52 亿元、新都区 2.69 亿元、

温江区 1.82 亿元、双流区 2.51 亿元、郫都区 2.21 亿元、新津

区 1.2 亿元、简阳市 1.99 亿元、都江堰市 1.85 亿元、彭州市 2.09

亿元、邛崃市 1.68 亿元、崇州市 1.75 亿元、金堂县 2.09 亿元、

大邑县 1.24 亿元、蒲江县 0.73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由中央统一

发行并作为中央政府债务管理，不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

额，省级财政通过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下达我市抗疫特别国债

转移支付 122.22 亿元，主要用于抗疫相关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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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其中市本级 34.43 亿元、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 3.02

亿元、成都东部新区 21 亿元、成都高新区 3.9 亿元、锦江区 2.65

亿元、青羊区 3.22 亿元、金牛区 3.61 亿元、武侯区 3.51 亿元、

成华区 3.89 亿元、龙泉驿区 4.03 亿元、青白江区 2.32 亿元、

新都区 2.94 亿元、温江区 4.07 亿元、双流区 3.11 亿元、郫都

区 2.85 亿元、新津区 2.19 亿元、简阳市 3.25 亿元、都江堰市

4.06 亿元、彭州市 2.69 亿元、邛崃市 2.15 亿元、崇州市 3.31

亿元、金堂县 2.64 亿元、大邑县 1.86 亿元、蒲江县 1.52 亿元。 

三、2020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

调增特殊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48.14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转贷收入预算 3.12 亿元，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

预算 0.3 亿元；调增特殊转移支付支出预算 48.14 亿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预算 3.12 亿元，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

转贷支出预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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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736.42亿元调整为 787.9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467.5 亿元调整为 519.06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调增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122.22 亿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554.83 亿元；调增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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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37.38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支出预算 87.79 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支出预算 351.88 亿元。 

经本次调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

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159.88 亿元调整为 836.93 亿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591.08亿元

调整为 828.46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

议批准的 59.37 亿元调整为 499.04 亿元。 

四、2020 年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财政预算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

调增特殊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2 亿元；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预算 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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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54.46 亿元

调整为 56.46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100.36 亿元调整为 102.36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调增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3.02 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20.65 亿元；调增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23.67 亿元。 

经本次调整，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

预算调整为 23.67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

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187.36 亿元调整为 211.0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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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0 年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

调增特殊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1.07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转贷收入预算0.25亿元；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1.32亿元。 

经本次调整，成都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预算由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48.86 亿元调整为

50.1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批准的 220.36 亿元调整为 221.6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调增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3.9 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20.44 亿元；调增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24.34 亿元。 

经本次调整，成都高新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预算调整

为 24.34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

议批准的 110.53 亿元调整为 134.87 亿元。 

以上报告的 2020 年市级（含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

新区）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查。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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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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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4236 515565 7879801 

其中：上级补助收入 2596919 481365 3078284 

债务转贷收入 1000000 34200 1034200 

收入总计 9306146 515565 98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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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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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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1138 4631138 

转移性支出 4675008 515565 5190573 

其中：补助下级支出 3350555 481365 3831920 

债务转贷支出 600000 34200 634200 

支出总计 9306146 515565 98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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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20年成都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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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收入 4905691 4905691 

转移性收入 1598830 6770500 8369330 

其中：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 1222200 1222200 

债务转贷收入 5548300 5548300 

收入总计 6504521 6770500 1327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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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20年成都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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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支出 5910821 2373800 8284621 

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支出 104331 2029500 2133831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344300 344300 

转移性支出 593700 4396700 4990400 

其中：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支出 470000 877900 1347900 

债务转贷支出 3518800 3518800 

支出总计 6504521 6770500 1327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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