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都市 2021 年市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 

的报告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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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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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继 2021 年 4 月底省政府下达我市 2021 年新增债务限额

314.57 亿元后，本次再下达我市新增债务限额 334.74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国际组织借款）0.64 亿元，专项债务 334.1 亿元。调

整后，全市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4364.7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1276.7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087.93 亿元。 

（二）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在省政府下达的 2021 年债务限额内，财政厅本次核定转贷我

市国际组织借款 0.64 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34.1 亿元。

加上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新增地方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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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314.57 亿元，截至目前全市共新增债务 649.31 亿元，加上全市

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439.69亿元、申请再融资债券227.38

亿元，减去偿还本金 272.76 亿元，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043.62 亿元，距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364.7 亿元尚有 321.08

亿元空间，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三）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安排情况

1．2021 年首次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调整。按照财政

厅工作安排，拟对短期内确实难以使用完毕或各级审计指出确需

调整的资金调整至符合条件的项目，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经

财政厅批复同意，市本级调减专项债券 10 亿元，增加转贷四川天

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专项债券 10 亿元。 

2．本次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使用安排。一般债务（国际组织借

款）0.64 亿元，拟转贷龙泉驿区 0.3 亿元、金堂县 0.15 亿元、邛

崃市 0.1 亿元、简阳市 0.09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34.1 亿元，

拟安排市本级 126.72 亿元、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19.02 亿元、

成都东部新区 13 亿元、成都高新区 36.72 亿元、锦江区 1.3 亿元、

青羊区 1.83 亿元、金牛区 6.55 亿元、武侯区 1.67 亿元、成华区

3.35 亿元、龙泉驿区 19.7 亿元、青白江区 28.63 亿元、新都区 10.39

亿元、温江区 10.5 亿元、双流区 9.63 亿元、郫都区 1.01 亿元、

新津区 6.7 亿元、简阳市 3.1 亿元、邛崃市 9.09 亿元、崇州市 2.4

亿元、金堂县 15 亿元、大邑县 1.1 亿元、蒲江县 6.69 亿元。

市本级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主要用于：一是实施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战略 11.65 亿元。主要包括轨道交通资阳线工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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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新区创意产业园区项目等。二是聚力公共服务水平提档升级

27.7 亿元。主要包括市属公立医院建设、白鹭湾数字新经济科创

园项目、智慧多功能杆建设项目等。三是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 50.1 亿元。主要包括国家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制

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汽车美学科创空间创新基础设施项目、成都

医学城国际科创社区一期项目等。四是推动践行新发展理念公园

城市示范区建设 28.47 亿元。主要包括环城生态区生态修复综合

项目、金融商务区文创金融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五是

支持重大国际赛会活动筹办 8.8 亿元。主要包括凤凰山体育中心

项目、天府艺术公园文博坊片区场馆建设项目、金沙演艺综合体

项目等。 

按照债务管理相关规定，省级财政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券全

额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市本级使用的债券资金由市本级列支；

区（市）县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由市级财政转贷，并纳入区（市）

县财政预算管理；由于成都东部新区现有举债空间有限，2021 年

暂计入市级政府债务限额，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由市级转移支付，

并纳入成都东部新区财政预算管理。成都东部新区具体负责项目

实施管理、资金使用监管等。市级财政将加强对成都东部新区债

券资金使用的监督，切实防范债务风险。 

根据《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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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方案，请予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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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移支付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截至 11 月底，预算执行中上级财政增加下达我市一般性转移

支付补助 36.71 亿元，主要包括：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0.59 亿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63 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41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 11.81 亿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6.15 亿元、农

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63 亿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4.2

亿元等；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54.09 亿元。市级财政增加下达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和其他区（市）县一般性转移

支付补助 6.94 亿元，主要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0.34

亿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0.59 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0.51 亿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7

亿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5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补

助 24.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截至 11 月底，预算执行中上级财政增加下达我市专项转移支

付补助 2.33 亿元。市级财政增加下达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成都高新区和其他区（市）县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64.38 亿元。 

三、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按照《预算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在预算执行中需要

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同时接受增加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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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调整：调增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36.71 亿元、地方

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预算 0.64 亿元，调增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预算 29.77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预算 6.94 亿元、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支出预算 0.64 亿元。预算变动：增

加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54.09 亿元，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

算 24.8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29.29 亿元。 

经本次调整和变动，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204.1 亿元，

未发生调整；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批准的 761.41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852.8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454.64亿

元调整和变动为 513.7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510.87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543.24 亿

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算调整：调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334.1 亿元，

调增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29.72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转贷支出预算 204.38 亿元。预算变动：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预算 2.33 亿元，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 64.38 亿元，减少

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62.04 亿元。 

经本次调整和变动，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555.28 亿元，

未发生调整；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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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批准的 475.03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811.46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

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804.33亿元

调整和变动为 872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225.98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494.74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来，市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未发生调整和变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因 2021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以及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费用财政补贴收入增加等因素，调增市级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预算 14.38 亿元。调整后，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由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 680.69 亿元调整为

695.07 亿元。 

因落实应对疫情出台的稳岗返还政策、医保基金支付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费用增加等因素，调增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

算 21.21 亿元。调整后，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由市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 526.49 亿元调整为 547.7 亿

元。 

四、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变动：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3.81 亿元，增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3.81 亿元。 

经本次变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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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88.42 亿元，未发生调整；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83.24 亿元变动为 87.05 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144.04 亿元变动为 147.85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算调整：调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29.02 亿元，

调增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29.02 亿元。预算变动：增加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预算 4.68 亿元，增加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4.68 亿元。 

经本次调整和变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政府性基金收

入预算 170 亿元，未发生调整；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17.1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50.8 亿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的 181.04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214.73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来，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发生调整和变动。 

五、成都高新区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调整：调增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预算 3.63 亿元，调增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3.63 亿元。预算变动：增加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预算 1.6 亿元，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6 亿元。 

经本次调整和变动，成都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218

亿元，未发生调整；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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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59.61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64.83 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235.26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240.4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预算调整：调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预算 36.72 亿元，

调增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36.72 亿元。预算变动：增加专项转移

支付收入预算 4.85 亿元，增加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4.85 亿元。 

经本次调整和变动，成都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54.08

亿元，未发生调整；转移性收入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10.42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51.99 亿元。政府性基

金支出预算由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 64.12

亿元调整和变动为 105.69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来，成都高新区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发生调整和变动。 

以上报告的 2021 年市级（含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

高新区）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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