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提请审议 2019 年 
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 

 

长府议案〔2019〕14 号 

 

市人大常委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在预

算执行中出现需要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需要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需要调减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数额、需要增

加举借债务数额情况之一的，应当进行预算调整。本次预算

调整涉及 3本预算总支出的减少或增加、增加举借债务数额

等，属于《预算法》规定的预算调整情形，特提请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 

一、调整原因 

（一）落实减税政策导致短收。今年预算执行以来，国

家和省相继出台一系列减税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深化

增值税改革，将现行 16%和 10%的税率分别降至 13%和 9%；

二是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加大所得税优惠力

度，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我省顶格对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减按 50%征收；三是提高个税起征

点，实施 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等。减税降费导致财政当期

减收，需要相应调减支出规模来实现平衡。 

（二）争取新增债券增加支出。为弥补财政减收影响，



支持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加大向上争取新增债券力

度，已争取到新增债券 170.7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1.5

亿元、专项债券 149.2 亿元）。用于市本级的债券资金 85.1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8.5 亿元，重点支持了珲阿公路、

饶盖公路、吉林大路快速路建设和两大污水厂扩建等；专项

债券 66.6 亿元，支持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等项目。按照

相关政策，市（州）新增债券年初不列预算，执行中履行预

算调整程序。 

（三）土地市场活跃收益较好。为有效提升土地收益支

撑城市建设发展的能力，市政府统筹推进土地管理改革，调

整土地出让底价定价模式，系列调控措施带来土地出让收入

大幅增长，相应政府性基金支出增加，需履行预算调整程序。 

（四）社保降费率调基数影响。预算执行中，国家和省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 20%降至 16%；

调整社保缴费基数；继续延长执行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同时，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

降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政策尚未全面铺开等因素影

响，市级社保基金预计短收 167.1 亿元，相应调减相关支出

和年末滚存结余；在压减总支出的同时，从做好稳就业出发，

扩大了失业保险稳岗补贴享待范围，加大了向经营困难且恢

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力度，增加社保基金相关稳就业方

面支出，需履行预算调整程序。 



二、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市本级财政收入，

由原预算数 3250000 万元调整为 2780000 万元，减少 470000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由原预算数 2562000 万元调整为

2146600 万元，减少 415400 万元；非税收入由原预算数

688000 万元调整为 633400 万元，减少 54600 万元。二是转

移性收入，由原预算数 2000000 万元调整为 2050000 万元，

增加 50000 万元。三是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

入，按相关规定年初不列预算，调整为 252086 万元，增加

252086 万元。四是调入资金，由原预算数 59563 万元调整为

203706 万元，增加 144143 万元。作上述调整后，市本级收

入总计由原预算数 5720000 万元调整为 5696229 万元，减少

23771 万元。 

2．支出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市本级财政支出，

由原预算数 3350000 万元调整为 3000000 万元，减少 350000

万元。二是转移性支出，由原预算数 2000000 万元调整为

2180000 万元，增加 180000 万元。三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

贷支出，由未列预算调整为 55418 万元，增加 55418 万元。

四是结转下年支出，由原预算数 158610 万元调整为 99421

万元，减少 59189 万元。五是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由原

预算数 60000 万元调整为 210000 万元，增加 150000 万元。



作上述调整后，市本级支出总计由原预算数 5720000 万元调

整为 5696229 万元，减少 23771 万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平衡。 

汇总全市情况，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预计 420亿元，

比年初预计的 502 亿元，减少 82 亿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计 850 亿元，比年初预计的 930 亿元，减少 80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收入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土地出让收入（包

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农业

土地开发资金收入），由原预算数 2498538 万元调整为

3273600 万元，增加 775062 万元。二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收入，由原预算数 90000 万元调整为 80590 万元，减少 9410

万元。三是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由原预算数 17000 万元调

整为 55000 万元，增加 38000 万元。四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转贷收入，按相关规定年初不列预算，调整为 1491600 万元，

增加 1491600 万元。作上述调整后，市本级收入总计将由原

预算数 2914081 万元调整为 5209333 万元，增加 2295252 万

元。 

2．支出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城乡社区支出（包

括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

出，以及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等），

由原预算数2818327万元调整为4134732万元，增加1316405



万元。二是转移性支出（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及转贷

支出、年终结余、调出资金等），由原预算数 0调整为 978116

万元，增加 978116 万元。作上述调整后，市本级支出总计

由原预算数2914081万元调整为5209333万元，增加2295252

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收入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由原预算数 1980050 万元调整为 1771369 万

元，减少 208681 万元。二是工伤保险基金收入，由原预算

数 33501 万元调整为 23101 万元，减少 10400 万元。三是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由原预算数 175582 万元调整为

174596 万元，减少 986 万元。四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由原预算数 1517660 万元调整为 66655 万元，减少

1451005 万元。作上述调整后，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将由原预算数 4571847 万元调整为 2900775 万元，减少

1671072 万元。另外，上年滚存结余收入 3956917 万元，二

者相加收入总计 6857692 万元，比原预算数 8528764 万元减

少 1671072 万元。 

2．支出预算。拟作如下调整：一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由原预算数 59460 万元调整为 163999 万元，增加 104539 万

元。二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由原预算数



155479 万元调整为 188129 万元，增加 32650 万元。三是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由原预算数 1635635 万元调

整为 105164 万元，减少 1530471 万元。作上述调整后，市

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将由原预算数 4548433 万元调整为

3155151 万元，减少 1393282 万元。另外，年末滚存结余相

应由原预算数 3980331 万元调整为 3702541 万元，减少

277790 万元，二者相加支出总计 6857692 万元，比原预算数

8528764 万元减少 1671072 万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支平衡。 

三、保障措施 

今年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前所未有，市委

市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将减税降费降成本的成果惠及广大市

场主体和个人，以财政收入的“减法”，换取引导预期、培

埴财源的“加法”，提振信心、优化环境的“乘法”。同时积

极开源节流，通过争取债券、盘活存量、加强管理、提升绩

效等措施，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切实做到服务企业群众水准

不降、民生保障支出占比不减、支撑全市重大项目资金不断

链、基本养老保障不出问题。 

（一）广开源补短收。加大向上争取转移支付资金、债

券资金力度，收回结余资金，有效弥补短收缺口，尽最大努

力争取实现减收但不大规模调减支出。 

（二）调结构保重点。一方面“压”一般。压减非刚性、



非急需性项目，2019 年部门预算常规履职类项目支出规模压

减 30%，一般性支出压减 5%、“三公”经费压减 3%，降低行

政运行成本。严控能够以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的项目支出，

严控扩大范围、提高标准、超出期限的政策支出，严控新增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支出。一方面“保”重点。优先保障“三

保”支出，全力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和“三大计划”支

出，确保民生等重点支出力度不减、占比不降。 

（三）硬约束提绩效。执行中硬化预算约束，坚持“无

预算不支出、先预算后支出”，除应急救灾等事项原则上不

追加预算；年度内新增的支出政策安排下年度支出，新增事

项通过部门预算内部调剂解决。贯彻中央和省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部署要求，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绩

效。 

以上为 2019 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 

1．2019 年市本级新增债券项目一览表 

2．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情况表 

3．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调整情况表 

4．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表 

5．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表 

6．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情况表 



7．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情况表 

8．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表 

 

 

市长 

2019 年 10 月 24 日 



附件 1 

2019 年市本级新增债券项目一览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名称 债券项目名称 新增债券额度 
合计   851,278 

一般债券   185,278 

长春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道珲阿公路绕越石头口门水源保护区长春段 20,000 

长春市高等级公路建设办公室 国道饶盖公路长春至依家屯（市界）段 82,000 

长春市公交集团 2 个公交场站建设 8,500 

长春城投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大路快速路工程 46,778 

长春水务集团 乐山污水处理厂 8,000 

长春水务集团 双阳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20,000 

专项债券   666,000 

土地储备中心 

南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60,000 

西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60000 

永春新区起步区土地储备项目 300000 

绿园区云谷小镇项目 20000 

绿园区西新工业集中区土地整理项目 30000 

润德集团 
快速路以北地块（花莲路 E）、新竹路北、春和市场棚户区改造项目 46000 

长春市 2019-2026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1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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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调整理由 

收入合计 3,250,000 -470,000 2,780,000   

一、税收收入 2,562,000 -415,400 2,146,600   

增值税 730,000 -151,600 578,400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中明确，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关附加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号）中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
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中明确，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
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企业所得税 390,000 -62,500 327,500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中明确，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
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108,000 -30,200 77,8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8 年国务院令第 707
号）中明确，纳税人在每月 5000 元“起征点”的基础上，综合计征，
享受 6项专项附加扣除。 

—
 10 —



项目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调整理由 

城市维护建设税 393,000 -78,100 314,900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幅度减征相关税费的通知》（吉财
税〔2019〕59 号）中明确，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
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契税 343,000 -14,200 328,800 上年一次性收入较高 

房产税 117,200 -2,800 114,400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幅度减征相关税费的通知》（吉财
税〔2019〕59 号）中明确，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
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土地增值税 275,500 -48,400 227,100 上年一次性收入较高 

城镇土地使用税 95,000 -20,600 74,400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幅度减征相关税费的通知》（吉财
税〔2019〕59 号）中明确，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
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印花税 108,000 -10,200 97,800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幅度减征相关税费的通知》（吉财
税〔2019〕59 号）中明确，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
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环境保护税 2,300 400 2,700 预计增加 

其他 - 2,800 2,800   

二、非税收入 688,000 -54,600 633,400   

—
 11 —



项目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调整理由 

专项收入 325,000 -14,200 310,800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幅度减征相关税费的通知》（吉财
税〔2019〕59 号）中明确，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
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8,000 -6,100 61,900   

罚没收入 80,000 -10,000 70,00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 3,500 3,50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收入 145,000 -31,300 113,700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70,000 2,000 72,000   

其他收入 -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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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   入 

项   目 
支   出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一、当年收入合计 3,250,000 -470,000 2,780,000  一、当年支出合计  3,350,000 -350,000 3,000,000 

二、转移性收入 2,000,000 50,000 2,050,000  二、转移性支出  2,000,000 180,000 2,180,000 

三、转贷财政部代理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 252,086 252,086  三、上解省支出  140,000 - 140,000 

其中：新增债券 - 215,228 215,228 
 四、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转贷支出  - 55,418 55,418 

再融资债券 - 36,858 36,858 
 五、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  11,390 - 11,390 

四、上年结余收入 238,437 - 238,437  六、结转下年支出  158,610 -59,189 99,421 

五、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172,000 - 172,000 

 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60,000 150,000 210,000 

六、调入资金 59,563 144,143 203,706      

收 入 总 计 5,720,000 -23,771 5,696,229  支 出 总 计  5,720,000 -23,771 5,69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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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备注 

支出合计 3,350,000 -350,000 3,000,000 收入减少导致支出相应减少。 

一、一般公共服务 240,000 - 240,000   

二、国防 8,500 - 8,500   

三、公共安全 325,000 -5,000 320,0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 

四、教育 260,000 -8,000 252,000 
教附及地方教附预计减收 5 亿元，通过积极向上争取、调
整支出结构等，努力保障教育支出，调减预算 8000 万元。 

五、科学技术 70,000 -2,000 68,0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123,000 -13,000 110,0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且上级转移支付减少。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 415,000 -60,000 355,000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部分支出由社保基金及历年滚存结余
列支，原预计安排的机关养老保险改革 2.8 亿元不需支出。 

八、卫生健康 250,000 -30,000 220,0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且上级转移支付减少。 

九、节能环保 44,000 -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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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科目 原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备注 

十、城乡社区 598,000 - 598,000 
城维税减收导致相应支出减少，同时部分支出由住房保障
调入，与年初预算基本持平。 

十一、农林水 100,000 -35,000 65,000 部分农林水支出转列区级。 

十二、交通运输 281,000 -29,000 252,000 地铁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当年投入减少。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 168,500 -93,000 75,500 市级资金支持红旗小镇建设等转列区级支出。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 28,000 4,000 32,000 预期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下达，支持服务业发展。 

十五、金融 9,000 -1,500 7,5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15,500 3,000 18,500 
科目调整，规划相关支出由城乡社区转列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 

十七、住房保障 175,000 -95,000 80,0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科目调整，部分支出由住房保障转列
城乡社区支出。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 4,500 -1,200 3,300 减收导致支出减少。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20,000 4,500 24,500 
科目调整，消防支出由公共安全转列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二十、债务付息 180,000 1,200 181,200 年内新增债券付息导致支出增加。 

二十一、其他 - 10,000 10,000 债券发行手续费等年初不可预计的支出增加。 

二十二、预备费 35,000 -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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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 

项目 

支出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
入 19,000 59,300 78,300 一、城乡社区支出 2,818,327 1,316,405 4,134,732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
入 5,850 1,350 7,2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安排的支出 2,684,462 559,241 3,243,703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2,473,688 714,412 3,188,10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21,139 59,300 80,439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收入 90,000 -9,410 80,59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1,000 - 1,000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25,000 - 25,0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
的支出 86,726 31,864 118,590 

六、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
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3,780 - 3,780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
出 25,000 - 25,000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
排的支出 - 470,000 470,000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
安排的支出 - 196,000 196,000 

     二、其他支出 20,780 - 20,78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7,000 -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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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收入 

项目 

支出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
机构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3,780 - 3,780 

     三、债务付息支出 74,969 - 74,969 

     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 731 736 

收  入  合  计 2,617,318 765,652 3,382,970 支  出  合  计 2,914,081 1,317,136 4,231,217 

转移性收入 296,763 1,529,600 1,826,363 转移性支出 - 978,116 978,116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7,000 38,000 55,000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 - -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7,000 - 17,000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 - - 

  政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 38,000 38,000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 - - 

 上年结余收入 279,763 - 279,763  调出资金 - 326 326 

 调入资金 - -        -  年终结余 - 152,190 152,19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劵转贷
收入 - 1,491,600 1,491,6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及转贷
支出 - 825,600 825,600 

收  入  总  计 2,914,081 2,295,252 5,209,333 支  出  总  计 2,914,081 2,295,252 5,20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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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情况说明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4,571,847 -1,671,072 2,900,775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980,050 -208,681 1,771,369 
按减费降税要求，缴费自 2019 年 5 月起降低

基数和比例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80,840 - 80,840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701,834 - 701,834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33,501 -10,400 23,101 按减费降税要求，继续执行阶段性降费政策 

  （五）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44,034 - 44,034   

  （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8,346 - 38,346   

  （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75,582 -986 174,596 

因参合人数减少，新农合基金收入减少；因帐

户余额按保值增值的要求存入定期帐户，当年

利息收入减少。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22,100 -250 121,850 
因帐户余额按保值增值的要求存入定期帐户，

当年利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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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 年 

情况说明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 53,482 -736 52,746 参合人数减少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1,517,660 -1,451,005 66,655 

预算按上级要求，按最大参保人数预估，执行

中尚未全面铺开，从 2019年实际基金收入看，

与年初预算数差距较大 

二、上年滚存结余收入 3,956,917 - 3,956,917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8,528,764 -1,671,072 6,85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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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情况说明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4,548,433 -1,393,282 3,155,151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70,088 - 2,070,088   

  （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59,460 104,539 163,999 

稳岗补贴享待范围扩大、补发 2017 年

省直企业稳岗补贴、根据上级部门要求

10 月份预计发放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企业稳岗返还资金约 9 亿元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524,526 - 524,526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27,278 - 27,278   

  （五）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42,195 - 42,195   

  （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3,772 - 33,772   

  （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55,479 32,650 18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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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 年 

情况说明 
年初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数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03,986 30,000 133,986 
购买大病保险支出按政策调整及总额

预付额度调整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51,493 2,650 54,143 
就医成本增加，就诊人次增加，大病保

险额度增加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635,635 -1,530,471 105,164 

预算按上级要求，按最大参保人数预

估，而执行中尚未全面铺开，实际执行

数与预算数差异较大 

二、年末滚存结余 3,980,331 -277,790 3,702,541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计 8,528,764 -1,671,072 6,85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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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调整 

项     目 
支出预算调整 

年初 
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年初 
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4,571,847 -1,671,072 2,900,775 一、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4,548,433 -1,393,282 3,155,151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1,980,050 -208,681 1,771,369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 
2,070,088 - 2,070,088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80,840 - 80,840   （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59,460 104,539 163,999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收入 
701,834 - 701,834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 
524,526 - 524,526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33,501 -10,400 23,101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27,278 - 27,278 

  （五）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44,034 - 44,034   （五）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42,195 - 42,195 

  （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38,346 - 38,346 

  （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 
33,772 - 33,772 

  （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收入 
175,582 -986 174,596 

  （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 
155,479 32,650 188,129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收入 
122,100 -250 121,850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支出 
103,986 30,000 13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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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收入预算调整 

项     目 
支出预算调整 

年初 
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年初 
预算数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收入 
53,482 -736 52,746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51,493 2,650 54,143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517,660 -1,451,005 66,655 
  （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 

1,635,635 -1,530,471 105,164 

二、上年滚存结余收入 3,956,917 - 3,956,917 二、年末滚存结余 3,980,331 -277,790 3,702,541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8,528,764 -1,671,072 6,857,692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计 8,528,764 -1,671,072 6,85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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