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长春市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9 年 1 月 14 日在长春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长春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我市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提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委

员提出意见。

一、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市

委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解放思想、抢

抓机遇，团结奋进、扎实工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在此基础上，财政收入量质齐升、支出聚力增效、改

革稳步推进、风险有效防控，财政运行和预算执行情况总体

良好。

（一）预算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1.5亿元，为预算的102.1%，

增长 10.5%。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转移性收入、上

年结余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总计 702.9 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5 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长

4.8%。加上转移性支出、上解省支出、债务还本支出、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结转下年支出等，支出总计 702.9 亿元。

市本级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汇总市本级和县（市）区预算执行情况，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478 亿元，为预算的 99.3%，增长 6.2%。加上转移

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和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总计 1130.2 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894.3 亿元，为预算的 99.4%，增长 2.1%。加上债务

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等，支出

总计 1130.2 亿元。全市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270亿元，为调整预算的105.3%，

增长 0.9%（其中，土地出让收入 25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5%，增长 0.2%）。加上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和上

级补助收入等，收入总计 368.2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 307.3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14.5%（其中，土

地出让收入支出 284.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9.2%，增长

11.8%）。加上政府债务转贷支出、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和调出

资金、年终结余等，支出总计 368.2 亿元。收支相抵，预算

平衡。

汇总市本级和县（市）区预算执行情况，全市政府性基

金收入 30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3%，增长 0.7%。加上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收入、中央补助收入和调

入资金等，收入总计 435.7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374.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12.5%，增长 17.6%。加上政府债务还

本支出、调出资金、年终结余等，支出总计 435.7 亿元。收

支相抵，预算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1亿元，为预算的668.5%，

增长 363.1%（主要是长春旭阳集团国有股一次性转让，增加

收入 2.5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中央、省级补助收入等，

收入总计 3.2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517 万元，

为预算的 99.9%，下降 20.2%。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7

亿元，支出总计 3.2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655 万元。

各县（市）区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29.9 亿元，为预算的 133.5%，

增长 20.7%。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325 亿元，收入总计 654.9

亿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59.2 亿元，为预算的 103.6%，

增长 11.9%。收支相抵，结余 395.7 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25.6 亿元，为预算的 136.1%，

增长 22.7%。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365.2 亿元，收入总计 790.8

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39.6 亿元，为预算的 103.5%，

增长 14.4%。收支相抵，结余 451.2 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8 年，我市争取新增债券 86 亿元，置换债券 92 亿元。

截至 2018 年末，我市政府债务余额 1118 亿元，省财政厅核

定我市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 1299 亿元，我市政府债务余额

未超限额。

（三）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及预算执行效果

2018 年，全市财政运行始终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国

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对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带来较大影响；另一方面，各项刚性支出

压力不断增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预算平衡困难加剧。一

年来，财税部门认真落实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及常委会各

项决议，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财税改革，加强收支管理，服

务全市大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统筹资源资产资金，用好



用足用活政策，通过强化征管措施、积极向上争取、盘活存

量资金、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措并举，充分发

挥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支撑

作用。

用好用足积极财政政策，推动长春全面发展振兴。优化

发展环境。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措施和税收减免优惠

政策，公布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全年为企业和实体经济减免

税费超过 350 亿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推进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一门一网一次”改革，优

化民营经济发展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研究制定相关措施，

落实资金，全力支持保障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与

天津、杭州对口合作，哈长城市群建设，以及长吉一体化、

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利用土地间歇资金 55 亿元，

支持各城区、开发区建设，研究加大对长春新区创新发展的

财政支持力度。积极向上争取。对接国家和省当前政策走向、

资金支持方向，在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政策落实、重点区域

发展等方面，获得各类转移支付资金超过 195 亿元。抢抓国

家政策窗口期，依法合规将伊通河综合治理、旧城改造等重

大项目由政府购买服务转化为 PPP 模式，并入选财政部示范

项目库。积极申报、成功入围财政部牵头组织的全国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获得中央财政连续 3 年、每年 2 亿元补助

资金。支持产业发展。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安排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 2 亿元，及时拨付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保障农业

发展和农民收益的基本稳定。安排各类产业发展资金近 20

亿元，支持“中国制造 2025”、工业转型升级等。安排资金

4.5 亿元，支持科技创新，落实“人才新政”，助力招才引智。

统筹安排资金 1 亿元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

兜牢兜紧民生保障底线，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优先

保障基本民生所需，切实增强全市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2018 年全市民生方面的支出达 715 亿元，占全部支出

的 80%。支持脱贫攻坚。整合下达各类资金 4.8 亿元，推进

精准脱贫，又有 1535 户贫困户、15 个贫困村出列，扶贫效

果不断巩固。建设幸福长春。围绕幸福长春建设计划、“暖

流”计划等民生重点，统筹安排财力，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下达资金 127 亿元，支持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特色现代职

业教育等。拨付资金 196 亿元，落实城乡医保、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等，支持全国首个养老 PPP

综合项目落地长春。及时发放 2.6 亿元补贴，支持困难残疾

人生活、重度残疾人护理，为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购买意外

伤害保险。支持生态环保。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通过财

政直投、PPP、债券、转移支付等方式多元拓宽资金渠道，

落实好国家“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其中，财政直

接投入 28.9 亿元，淘汰 20 吨以下燃煤小锅炉，实施“厕所

革命”，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支持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污



水处理厂改造提标、两大水源地保护等。加强社会治理。认

真吸取长生疫苗案件教训，拨付资金 9.5 亿元，着力提升政

府监管能力，扎实推进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等创建工作。围绕打造“平安长春”，拨付 1.3

亿元，推进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更新警务巡逻车、移动

执法车，支持“扫黑除恶”。提升城市品质。安排 14.9 亿元

资金，支持文体场馆免费开放，举办电影节、马拉松、消夏

节等，提升城市影响力和文化品质。

资源资金统筹协调施策，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放大

财政资金作用。以金控集团为依托，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设立生物医药、汽车产业等 12 支产业子基金，总规模 76.38

亿元，撬动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 6 倍。多元筹

措城建资金。统筹整合各类资源资产资本，保障城市建设发

展所需资金。创新土地资源利用，轨道交通、伊通河综合治

理、旧城改造等重大项目匹配锁定沿线土地，实现项目投入

与匹配土地出让收入总体平衡。通过加大预算统筹力度、争

取新增政府债券等渠道，筹集拨付资金 37 亿元，支持地铁 2

号线、轻轨北湖线开通，支持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长

吉互通立交建设和城区土地储备等项目，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推动平台转型发展。盘活有效资产，增加平台现金流，支持

平台作为项目法人实施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平台市场化转型，

降低平台债务总量和财务成本，确保平台信誉等级和融资能



力。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全面落实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的要求，推进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规范举债融

资机制，建立“借用还”管控机制，实行规模控制、限额管

理。积极争取新增政府债券 86 亿元、置换债券 92 亿元，平

滑了财政当期偿债压力。印发《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确保债务风险早识别、早防范，早预警、早处置。开

展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基本摸清隐性债务底数，初步形成

化解计划。目前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深化细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着眼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任务落实，全

面深化财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绩效管理。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完

善相关制度规定，推动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着力推

进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着手推进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实行

“1+2+3”模式管理。强化预算管理。进一步加大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盘

活存量资金支持经济社会急需领域。建立预算执行督促督查

工作机制，通过明确执行节点与进度目标、预算执行跟踪分

析通报、开展专项督查等措施，促进支出进度与时间进度相

匹配，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效用。实行“互联网+收入管理”

新模式，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动

改革。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为切入点，稳步推进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扎实推进实施全市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积极推进国有资产向人大报告工作。研究完善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

定，初步搭建我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制度框架。完善财务

管理。积极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和预算执行动

态监控系统建设。完成全市各级各部门的权责发生制综合财

务报告试编工作。制订修订预备费、培训费、会议费、差旅

费等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公务支出。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我市财政运行和预算执行总体良好，

这得益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市人大、市政协及代表委

员的监督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团结奋斗、扎实工作。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财政工作仍面临困难和矛盾，财政管理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刚

性支出压力持续增加，收支矛盾加剧；存量支出固化僵化、

只增不减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专项资金存在“碎片化”

现象；有些项目前期论证不够充分，导致部分财政资金支出

进度较慢、闲置时间较长；财税改革任务繁重，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还需深入推进等。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

底线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9 年预算草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东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要求，落实市委十三届六次全

会、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落实“六稳”要求，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进一步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地服务保障长春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二）预算安排原则

——收入预期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既要充分考虑

影响收入的因素，又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国家和全

省收入增长预期相衔接，兼顾体现成果、稳定预期、提振信

心。

——资金筹集坚持拓宽渠道、多措并举。统筹使用各类

预算资金，努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资金供给。

——支出安排坚持统筹兼顾、有保有压。坚持过紧日子，

从严控制、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优

先保运转、保民生、保发展，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增强发展后劲、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上。

——预算管理坚持强化绩效、硬化约束。加强支出事项

的可行性论证，保证年初到位率和预算执行效率。严格预算



执行，减少资金沉淀，真正把钱用活、花出效益。强化投入

产出意识，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做到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三）2019 年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5 亿元，增长 4.3%。加上转

移性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

总计572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5亿元，增长3.1%。

加上转移性支出、上解省支出、结转下年支出、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计 572 亿元。

汇总市本级预算和县（市）区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502 亿元，增长 5%。加上转移性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等，收入总计 987 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30

亿元，增长 4%。加上上解省支出、结转下年支出、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计 987 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61.7 亿元，下降 3.1%。加上上

年结余收入、中央、省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等，收入总

计291.4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291.4亿元，下降5.2%。

汇总市本级预算和县（市）区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收

入 291.7 亿元，下降 5.3%。加上上年结余收入、中央、省级

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收入等，收入总计 356.4 亿元。全市政府



性基金支出 356.4 亿元，下降 4.9%。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666 万元，剔除上年一次

性产权转让收入等因素影响，同口径下降 16.1%（主要是国

有控股企业年度间分红派息不均衡）。加上上年结余 655 万

元，收入总计 5321 万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扣除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 1400 万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相应安

排 3921 万元，同口径下降 13.2%。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57.2 亿元，增长 38.6%。

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395.7 亿元，收入总计 852.9 亿元。市级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54.9 亿元，增长 75.5%。收支相抵，

结余 398 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22.5 亿元，增长 46.3%。

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451.2 亿元，收入总计 1073.7 亿元。全

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28.9 亿元，增长 85.2%。收支相

抵，结余 444.8 亿元。

社保基金收支预算增长较大主要是 2019 年我市将正式

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按照政策要求，补记 2014

年 10 月至 2018 年改革实施准备期的收入和支出。

三、2019 年财政重点工作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财政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将坚决贯

彻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提高站位、强化担当，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开源增收做大财政蛋糕，以人为本强化民生兜底，

统筹资源保障城市建设，集中财力支持产业发展，改革创新

推进政策落地，加强管理防范化解风险，做到全市中心工作

推进到哪里、财政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在新时代彰显新作为，

在新征程作出新贡献，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一）着力提升服务稳增长

抢抓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机遇，强化国家重大战略、重

大政策、重大专项、重大平台对接，积极向上争取生态环保、

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方面政策资金支持。落实好国家积极

财政政策和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措施，进一步为实体

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营商成本、增强发

展活力。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和政策工具，建立引导激励机

制，调动开发区、城区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推动更多工

业项目落位。建立健全对一汽等重点税源企业包保服务机制，

实行跟踪服务，深入掌握情况，分析运行趋势，帮助解决问

题。加快推进财源信息平台建设，对经济运行相关指标实行

实时动态监测分析，增强收入管理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二）紧盯发展质量调结构

综合运用财政体制、产业基金、政府采购、国库现金管



理等政策工具和资金资源，支持全市特色主导产业、龙头骨

干企业发展壮大，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产业类项目开工

建设和投产达效，培育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积极推进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信用+资产+担保+银行”的平台

功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资金筹集力

度、创新支持方式，支持第三期轨道交通、长春经济圈环线

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围绕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数字长春”

战略，聚焦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产业资金规模，

放大产业基金效应，支持“双创”综合性示范区、国家“十

三五”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提

质增效。

（三）立足补齐短板惠民生

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安排资金，优先

保障建设幸福长春行动计划、“暖流”计划、脱贫攻坚工作，

强化民生政策兜底，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整合现有养老机构各项补贴政策，推进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继续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

保障伊通河综合治理、饮马河污染治理和水质达标、两大水

源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打好蓝天、碧水、黑土地、

青山、湿地“五大保卫战”。合理安排工程建设资金，推动

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续建工程。落实惠农补贴政策，加大资金



投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四）聚焦提质增效促改革

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落实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要求，推进财政改革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夯实预算执行

管理基础，强调成本效益、注重结果导向、硬化责任约束、

提高使用效益，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积极推广、

规范实施适合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

稳步推进金控集团基金管理、融资担保、股权直投、资产管

理等业务。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选择试点部门，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切实保障机构改革涉及部门的正常运

转和履职需要。

（五）强化精准施策防风险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工作举措，始终绷紧财政可承受、

风险可防控、发展可持续这根弦，增强财政运行稳定性和风

险防控有效性。统筹研究举措，严控债务风险，确保按时偿

还年度政府债务，积极争取新增政府债券支持我市项目建设。

进一步规范融资担保行为，制定并实施化债计划，坚决遏制

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充分利用存量资金免息、低息政策，降

低城市建设贷款成本。严格预算项目库动态管理，积极推动



建立预算执行、绩效评价等与预算编制规模挂钩机制。深入

贯彻落实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向人大报

告制度。完善国有资产和会计管理，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

人监管边界，狠抓制度建设和执行，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

和国有资产。

各位代表，2019 年，我们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本次

大会决议，自觉接受市人大监督，认真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建

议，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为加快建

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实现长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