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5 年财政决算和 

2016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报告 2015 年财政决算和 2016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

议。 

一、2015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15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财政部门认真落

实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积极应对严

峻复杂的财经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努力化解汽车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产业严重短收等

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全年财政收入降幅控制在合理区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含三县、市）全口径财政决算收入 10781863 万元，

比上年减少 783914 万元，下降 6.8%。市本级留用收入 2334470

万元，为预算的 92.6%，比上年减少 71966 万元，下降 3%。全

市(含三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7657246 万元，为预算

的 118.2%，比上年增加 898869 万元，增长 13.3%。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051578 万元，为预算的 104.5%，比上年增

加 391412 万元，增长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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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市本级财政收支决算平衡情况如下： 

收入：市本级财政留用收入 2334470 万元，加返还性收入

282589 万元，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92200 万元，加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 750294 万元，加上年结转 153459 万元，加债务转

贷收入 2199207 万元，加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400 万元，加

调入资金 745898 万元，财政决算收入总计为 7558517 万元。 

支出：市本级财政支出 3051578 万元，加上解上级支出

137884 万元，加返还性支出 56714 万元，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支

出 1078395 万元，加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627723 万元，加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250309 万元，加债务转贷支出 326430 万元，

加国债转贷资金结余 400 万元,加债务还本支出 1768293 万元，

加结转下年支出 260791 万元，支出总计为 7558517 万元。 

平衡：当年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0694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13.8%，比上年下降 45.4%，其中土地收入（指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和）

为 1174322 万元，比上年下降 45.7%（主要是土地出让面积同

比减少，与土地有关的各项基金收入相应减少）。加上年结余

收入 813356 万元，加省补助收入 91959 万元，加调入资金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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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加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273024 万元，加下级上解收入

270382 万元，本年总收入 3757129 万元。 

市本级基金预算支出 140217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8.2%，比上年下降 40.2%（主要是基金收入减少，用收入安

排的基金支出相应减少），其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375699 万

元，比上年下降 39.5%。加上解上级支出 1691 万元，加调出资

金 

529334 万元，加补助下级支出 276626 万元，加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349200 万元，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923824

万元，加年终滚存结余 274275 万元，本年总支出 3757129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本年收入 65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405.3%。其中，利润收入 823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完成 5730

万元。加上年结转 888 万元，本年总收入规模 7441 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支出 3561 万元，完成预算 142.2%。

其中，资本性支出 1150 万元，费用性支出 1100 万元，其他支

出 1 万元，调整到一般公共预算 1310 万元。加结转下年支出

3880 万元，全年总支出规模 7441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8项基金总收入2494263万元，完成预算的109.3%，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1892360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38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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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利息收入 44927 万元。总支出 2198430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3.0%。当年收支结余 295833 万元，年末累计结余 2444651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0512528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 5964067 万元，专项债务 4548461 万元。比省

财政厅核定我市债务限额 11732332 万元（比原报告数增加

13000 万元，为省财政厅新增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低 1219804 万元。 

从预算执行结果看，2015 年，是财政增收极为困难的一年，

财政收入自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来，21 年间首次出现负增长。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全市财税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积极

正确领导下，齐心协力，通力协作，财政收入虽然未能实现正

增长，但呈现缓中趋稳态势，与全年最低点相比，提升了 12

个百分点，降幅逐步收窄，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仍在千亿元以

上，地方级规模仍保持在 380 亿元以上。在财政收入困难的局

势下，财政支出稳步增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支出得

到优先保障，民生支出增幅高于全市支出平均增幅，有力促进

了全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我们清醒

地认识到，一是受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影响，财政收入中低

速增长已常态化；二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支出仍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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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长，收支平衡难度日益加大；三是政府举债空间有限与经

济社会发展融资需求增大的矛盾突出，防范潜在风险的任务艰

巨。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统筹兼顾，综合施策，着力破解。 

二、2016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积极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紧紧

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创新思路、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超前谋

划，高标准制定目标，聚力财源建设，强化收入征管，优化支

出结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实现恢复

性增长。 

全市（含三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89245 万元，

为预算的 55.7%，同比增加 136659 万元，增长 6.7%，加上划中

央级收入 2987173 万元，上划省级收入 713170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全口径收入完成 5889588 万元，为预算的 53.5%，同比增

加 171713 万元，增长 3.0%。其中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1277403 万元，为预算的 54.4%，同比增加 45437 万元，增

长 3.7%。 

全市（含三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844500 万元，

为预算的 55.3%，同比增加 480293 万元，增长 14.3%。其中，

市本级支出完成 1602989 万元，为预算的 53.4%，同比增加

142865 万元，增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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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371687 万元，为预算的 62.4%，同

比减少 158829 万元，下降 29.9%。基金支出 275699 万元，为

预算的 33.1%，同比增加 14162 万元，增长 5.4%。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88 万元，为预算的

15.2%。其中，利润收入完成 988 万元，无股利、股息收入。上

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40 万元，为预算的 1.3%。 

全市 8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1460652 万元，为预算的

54.5%。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955775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446994 万元，利息收入 16349 万元。总支出 1161039 万元，为

预算的 42.3%。 

从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财政收入好于预期，呈现转正企稳回升态势。财政

收入前两个月延续负增长，一季度转正，四、五月份企稳，到

6 月份增速回升至 6.7%，好于预期，较去年同期提高 12.8 个百

分点（去年同期为下降 6.1%）。从省内市州看，增幅排名靠前，

这是近几年来没有过的，受我市基数高的影响，以前位次比较

靠后。分析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原因，我们认为既有经济探底

企稳因素，又有财税部门协力联动因素。 

（二）汽车制造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产业小幅回暖。上半年，

制造业完成税收 292.1 亿元，同比增加 14.6 亿元，增长 5.3%，

其中，汽车制造业完成税收 233.1 亿元，同比增加 1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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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5%；建筑业完成税收 31.8 亿元，同比增加 6.8 亿元，增

长 27.1%；房地产业完成税收 55.1 亿元，同比增加 0.5 亿元，

增长 0.8%，高于去年同期（下降 15%）15.8 个百分点，说明我

市房地产业逐步走出低谷。 

（三）财政支出持续增长，全力保障民生资金需求。上半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84.5 亿元，为预算的 55.3%，

同比增加 48.0 亿元，增长 14.3%。各级财政部门面对财政收入

增长乏力的不利局面，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民生和重点项目支

出得到了全力保障。其中，教育支出增长 30.0%，住房保障支

出增长 45.2%，城乡社区支出增长 26.4%，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

支出增长 20.8%，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

展。 

总的看，上半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为此，各级

财税部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是组织收入方面。超前谋

划，主动作为，与其他征收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做到应

收尽收。将收入任务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纳入全市绩效考评体系，

实行季度考核与全年综合考评相结合，充分调动了各区县的积

极性。配合税务部门加大从严查处各种税收违法行为，加大欠

税清收力度。加大财政部门自身组织收入的力度，狠抓非税收

入。二是支持经济方面。按照市政府要求，将财政八项支出增

速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县区。上半年，财政八项支出增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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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有力地支撑了 GDP 的核算。拨付市级配套资金 1626.6

万元，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在我市的推广。落实市政府确定的扶

持政策，积极支持华为公司在长建设云计算中心及大数据战略

合作、长春新能源公司重组长春北车电动项目。累计下达本年

度中央、省级支农资金近 3 亿元，重点支持了农业现代化建设

等“三农”工作。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及时拨付

补贴资金 5.4 亿元，确保在 6月 30 日前全部兑付。对 9 项行政

事业性收费采取停征收、免征、降标等方式，减轻了企业和社

会负担。三是保障民生方面。安排落实了“三馆”建设资金 3

亿元、地铁配套资金 1.5 亿元、城市低保资金 3.2 亿元；拨付

再就业资金 2亿元，改制破产企业退休人员采暖费 1 亿元；补

贴公交集团公交补贴 1.1 亿元、老年人乘车补贴 3000 万元，安

排淘汰黄标车补贴资金 3000 万元，引松运行补助 2000 万元等

专项资金，保障了重点民生项目的顺利实施。完成了 2016 年

“幸福长春”建设计划和全市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资金测算工

作。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了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水

平，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每月 130 元。进一步提

高城乡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增幅达到 10.5%。全市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增幅达到 12.5%。累计支出城维费

15.6 亿元，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及时审核拨付

资金，支出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1.9亿元，暖房子工程资金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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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积极推进项目实施。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加快棚户区

改造工作进程。积极开展 2016 年教育附加项目预算调研和测算

工作。安排资金 1.1 亿元用于中、高考经费补助，城乡低保及

低保边缘户家庭营养午餐补助，市直学校维修改造，教育装备

配备等项目。下达扶贫资金 1981 万元，支持了我市贫困区的经

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贫项目，落实特困户结对救助

资金 638 万元。投入 4000 余万元水利建设基金，重点支持了伊

通河、石头口门水库等地的水利工程。四是财政改革方面。及

时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了市本级“四本”预算、汇总的“三公”

经费预算。推动 98 家市直部门（单位）网上公布部门预算和“三

公”经费预算。部署启动我市三年财政规划编制工作。积极落

实“营改增”扩围政策。积极争取置换债券 183.5 亿元，争取

新增债券 18.4 亿元。起草了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强化

了预警预防机制。全力推进财政部第二批 PPP 示范项目建设工

作。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化解城建一类债务，推进伊通河

综合治理和旧城改造工程。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全面清查全市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起草了我市公务用车改革方案，积极

向省车改办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全面推进市级和区级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五是强化监管方面。全面开展市级财政收

入（地铁基金）、会计监督和财政专项资金检查工作。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上半年“三公”经费支出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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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社会亟需领域。强

化绩效预算管理，将超过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纳入绩效评价试

点工作。开展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和财政专户清理工作。启动了

市直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清理和 2015 年度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

核查工作。调整了长春市市直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赴省外差

旅住宿费标准，印发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

规范了公务支出管理。对 2013 年以来国家和省取消、停征以及

降低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了全面督查。 

三、下半年财政经济形势及主要工作任务 

今年以来，我市部分经济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经济形势初

现好转迹象。但受上年惯性趋势的影响，汽车、房地产等产业

去库存的压力仍存，同时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尚处于培

育期，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财政增收压力很大。同时我

们也看到，随着长春新区建设步伐加快，伊通河改造、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等项目提速，全市经济将迎来新一轮投资拉动期，

从而带动经济企稳向好，财政收入震荡走稳趋势可期。 

基于以上判断，下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财政工

作的重要指示，把组织财政收入放在首要位置，作为重中之重，

全力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为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财

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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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组织力度，确保收入稳步增长。紧盯全年收入

目标，积极与国税、地税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明确各区

县收入目标责任，继续实行“月调度、季分析”的动态管理制

度，充分调动财税干部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加强重点税源企业

和主体税种的征收管理，密切关注重点企业和行业税源变化情

况，充分挖掘增收潜力。继续做好“营改增”相关税收监控与

测算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努力保证“营改增”后我市整

体税收不受影响。继续强化征管，着力规范非税收入的组织管

理，确保及时均衡入库。 

（二）用活政策资金，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大一汽大众

Q 工厂项目、地铁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的投入力度，更好地培

养后续财源。整合各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全力推动工业和服

务业“双拉动”战略的实施，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

作用。研究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及

时兑现稳增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转型升级。落实深化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改革政策，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资本

化。贯彻落实支农惠农政策，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密切关注

并严格落实国家和省里取消收费项目和降低标准的政策。 

（三）落实惠民政策，提高民生保障能力。积极落实资金，

支持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项目实施。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的资金测算及制度衔接工作。探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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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公立医院

改革政策，扩大市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范围。按照进度及

时下达教育费附加项目资金，保证预算执行进度。继续做好全

市“暖房子工程”建设和收尾清算工作，支持推进保障房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四）深化财政改革，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按照国家要求

和君正书记批示，全力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积极推进中期财政

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做好 2015 年市本

级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试编工作。向上力争新增债

券启动新项目，做好置换债券工作。积极推进 PPP 示范项目实

施，做好新增示范项目的申报工作。继续做好市直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的清查工作。起草出台市级政府购买服务第二批指

导性目录。按照省公车办要求启动全市公务用车改革。开展新

会计准则制度的宣传工作，加快推进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

施内控建设。 

（五）强化监督管理，切实维护财经纪律。精心组织、全

面推进年度财政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市直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清

理和 2015 年度部门决算账表一致性核查工作。全面清理城建存

量债务，积极研究化解途径。开展普惠性幼儿园奖补资金、基

础教育相关专项资金的检查工作。适时出台长春市扶贫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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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城市建设维护资金管理办法，

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下半年，我市财政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将在市委的

领导下，主动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指导和监督，按照本次会议

的决议和要求，坚定信心，对位高标，抢抓机遇，砥砺奋进，

努力完成全年财政预算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