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长春市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在长春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长春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我市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预

算草案,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

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市各级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要求,全力应对经济下行和财政减收增支压

力,高质量完成了年度预算重点任务,为全市迅速稳控疫情和促

进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等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各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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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支撑.

(一)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 (含公主岭,下同)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４４０４亿

元、增长１５％;加上转移性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其他收入,收入总计１４００６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１０８４１亿元、增长１０５％;加上偿债支出、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支出等其他支出,支出总计１４００６亿元.

全市实现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６９２亿元、下降３６％,为预算

的９３５％;加上其他收入,收入总计８０３１亿元.市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３１５亿元、增长３３％,为预算的１００％;加上其他支

出,支出总计８０３１亿元.市本级实现收支平衡.

各开发区预算执行情况分别在各自报告中列示,与市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一并向大会报告.其中:

长春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３亿元,增长６３％;支出

４０１亿元,增长１７％.

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２亿元,增长８８％;支出２２９

亿元,下降２５％.

净月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７亿元,增长２６８％;支出

２３２亿元,增长０９％.

汽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４１亿元,增长１６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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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亿元,增长２５４％.

莲花山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７亿元,增长１０６％;支出７

亿元,增长２４％.

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２０２０年６月批准成立,未编报

２０２０年预算,实际完成收入０１亿元、支出１２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７５６４亿元、增长５７９％;加上政府性

基金转移收入、上年结余收入等其他收入,收入总计１２２３６亿

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８８９２亿元、增长５３８％;加上政府性

基金转移支出、调出资金、年终结余等其他支出,支出总计

１２２３６亿元.全市实现收支平衡.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６２４亿元、增长６５９％,为调整预算

的１２３９％;加上其他收入,收入总计１０２５５亿元.市本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５９３亿元、增长６０１％,为调整预算的８９１％;加上

其他支出,支出总计１０２５５亿元.市本级实现收支平衡.

各开发区预算执行情况分别在各自报告中列示,与市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一并向大会报告.其中:

长春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９３亿元,增长３５９％;支出４５５

亿元,增长１０６５％.

经开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５亿元,下降３１２％;支出１３４

亿元,下降１９％.

净月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５２亿元,增长１９２％;支出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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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下降５１２％.

汽开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９亿元,增长２４％;支出２９亿元,

增长８８％.

莲花山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９亿元,增长１０６５％;支出７５

亿元,增长９０９％.

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收入００２亿元,支

出１８６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６６８万元、下降９７７％,为

预算的１１０２％ (主要是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减少１５４亿元);加

上上年结余３２９万元,收入总计３９９７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２６３１万元、下降２９５％,为预算的９８９％;加上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１１００万元、结转下年支出２６６万元,支出总计

３９９７万元.

各县 (市)区、开发区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３８８９亿元、下降１４２％,为预算的

７９１％;加上滚存结余收入４７６４亿元,收入总计８６５３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４６７２亿元、增长７７％,为调整预算的

８８９％.收支相抵,结余３９８１亿元.

市级 (含市本级、双阳区,不含九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４２亿元、下降２３３％,为预算的７１５％;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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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１亿元,收入总计６３５１亿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３３１９

亿元、增 长 ９３％,为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１７％.收 支 相 抵,结 余

３０３２亿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１９年末,全市 (不含四县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１２８３８

亿元.２０２０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１６８５５

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１５３９１亿元,未

超限额.

(三)２０２０年财政资金主要支出情况

２０２０年,各级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全市大局和中心工作,聚焦

“六稳”“六保”、以 “保”促 “稳”,统筹调度各类财政资金,在

集中财力优先保障疫情防控、 “三保”等支出基础上,全力保障

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

一是聚焦应对疫情,全市按需及时预付拨付安排疫情防控和

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建设等专项资金４０４亿元,其中市本

级１５２亿元 (其中疫情防控资金８４亿元),各县 (市)区、开

发区２５２亿元 (其中疫情防控资金１１３亿元),并开辟紧急采购

绿色通道,助力全市较快实现了本土病例在院清零、零死亡、医

护人员零感染 “三零”,并保持疫情防控形势稳定.有力发挥了

财政资金的应急保障作用.

二是聚焦扎牢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网络,市本级优先拨

付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等方面资金１６９７亿元.在加大教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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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体育、公交运营和老年人残疾人乘车补助等常规公共

服务支出保障力度的基础上,调整提高低保、社保医保缴费补

助、定向就业补助救助、环卫工人工资等标准,安排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和棚户区改造资金４５亿元、住房租赁市场专项补助２０

亿元,投入５７亿元补助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全

市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就业困难人员和困难群众等群体

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此外,各县 (市)区、开发区

通过债券资金安排中小学校建设、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

配套设施建设、老旧散小区改造、社会福利中心建设等项目资金

１５７亿元.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在民生领域的兜底保障作用.

三是聚焦稳定经济增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市大力支持

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资金１６２９亿元.其中,

围绕突出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拨付汽车消费补贴资金６亿元、

发放特殊稳岗资金６２亿元,助力一汽在全国汽车行业整体大幅

下滑的情况下实现产销逆势大幅增长,从而拉动整个汽车产业链

上的各类大中小微企业快速回升;围绕提升整车整机本地配套

率、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本级安

排各类科技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基金)２７４亿元,全市通过专

项债券资金大力支持专业产业园区、标准厂房、 “双创”基地建

设和科技创新发展资金达到１２９５亿元,包括支持北湖现代物流

产业园１３亿元、一汽红旗产业园１０亿元、长德智能装备产业园

７亿元等;围绕拉动社会消费转暖回升,市本级安排发放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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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３亿元,既增强了保各类市场主体的消费动能,也让广

大市民群众得到实惠.积极发挥了财政资金在加快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和增强经济安全发展能力进程中的引领促进作用.

四是聚焦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建设,市本级千方百计

调集拨付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城区改造升级等方面资金

１３６１亿元.其中,轨道交通建设投入７４４亿元、城市LNG应

急调峰储配站及天然气管道建设投入４２亿元、城市大脑建设投

入２９亿元,债券资金安排的城市重要通道、公路、高速公路等

交通路网建设项目投入１８亿元,其他城市建设管理项目资金

３５８亿元,显著提升了城市承载能力、功能品质和要素供给保障

能力.此外,各县 (市)区、开发区通过债券资金安排道路、净

水厂、停车场、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改造项目资金３６７亿元.全

力发挥了财政资金在重大基建项目上的杠杆撬动作用.

五是聚焦不折不扣执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市本级全力落实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保粮食能源安全等方面资金２６１亿元.其中,扶贫专项资金４４

亿元,包括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３３亿元等;生态环保资金１３１

亿元,包括污染防治资金８５亿元、能源节约利用和污染减排支

出１６亿元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１９亿元,成品油价格补贴

５２亿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５亿元.此外,各县 (市)区、

开发区通过债券资金安排污染防治和生态环保工程资金２３２亿

元、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资金９８亿元、乡村道路改造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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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８８亿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７２亿元;通过上级

转移支付安排保粮食能源安全资金１０亿元,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５４亿元、水利建设支出１３亿元、目标价格补贴 (玉米和大

豆)３３亿元.为确保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持续改善环境质

量、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保障,切实发挥了财政资金在补短

板、强弱项上的强化提升作用.

六是聚焦保基础强安全,扎实做好保工资、保运转支出保

障.全市年度保工资和保运转支出合计３３２亿元,其中市本级

１００１亿元、区和开发区１２７８亿元、四县市１０４１亿元,高效

发挥了财政资金在保基层运转上的基础支撑作用.同时,市本级

按照年度计划安排偿债支出８７亿元.

(四)２０２０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市财

政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精准发力、攻坚克难、锐意进

取,大力实施更加有力有为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及时采取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创新管用举措,确保了全市财政平稳有序运行,财

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升.

１在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中扩源增收

一是坚持应减尽减,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２０２０年,

全市为各类市场主体新增减税５８亿元,市本级减免社保、医保费

用共７６亿元;同时,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发放稳岗资金

１７５亿元,约１１万户企业直接受益,有力增强了各类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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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冲击和吸纳就业能力.

二是确保应收尽收,精心组织调度抓好收入.前三季度,全

市地方级财政收入自４月触底后,形势逐月好转、增速在东北四

市持续领先;四季度落实国家重点企业 (主要是一汽等大企业)

缓税政策,影响我市地方级财政收入１３１亿元,影响全年增速３

个百分点.其中,地方级税收收入增速持续高于财政收入,全年

实现地方级税收收入３５１３亿元,增长２１％,占地方级财政收

入比重达到７９８％、同比提高０３个百分点,是近年来最好水

平.

三是聚力能争尽争,全力向上争取各类资金支持.抢抓国家

应对疫情影响、扩大债券规模的重大机遇,提前对上级财政部

门,全程介入债券资金项目谋划、包装、上报等环节,指导帮助

相关部门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获批率.２０２０年,全市 (含四县市)

共获得债券资金３１４６亿元,其中一般债８６８亿元、专项债

２２７８亿元;共争取到上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４９７５亿

元,其中市本级２２２８亿元、四县市２７４７亿元.均大幅超额完

成年度计划目标.同时,共争取抗疫特别国债资金３４９亿元,其

中市本级２４７亿元、四县市１０２亿元.

２在强化统筹中着力提升财政资金质效

一是深挖存量资源,增加可用财力.制定印发 «市本级预算

资金保障清单»,按照２０％比例压减各部门基本运转中的非急需

非刚性支出,同时通过收缴结余结转盘活资金５１亿元,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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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抗疫、支持企业、促进消费等新增支出腾出资金.

二是强化有保有压,聚焦聚力保重点.制定印发 «关于落实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要求,统筹支持全市 “六稳”

“六保”工作方案»,明确六大方面、２６条具体举措,坚决确保重

点事项支出.

三是加快支出进度,对冲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２－１１月份,在

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持续减收的状况下,千方百计调集资金加快

支出进度,不仅实现支出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而且确保了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不减反增.除２、３月份疫情较重时考虑

留足资金、谨慎支出,增速略有下降外,４月份之后的累计月度

支出增速均维持在７％左右、持续领先领跑副省级城市,全年增

速位居１５个副省级城市首位且是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有力提

升了财政资金在支持推动全市复工复产和 “六稳” “六保”工作

上的及时性效能.

３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激发发展活力

一是积极推动创新土地出让政策.通过调整市区两级土地收

入分成结构,大幅提升了各级政府发展工业项目、做好土地征收

工作的积极性和质效,土地出让面积和收入大幅度增长.２０２０年

土地出让收入入库６２０亿元、同比增长６４５％,而且实现了土地

成本下降、收益率上升和工业地价下降、经营性地价上升的良性

循环,有力支撑了财力平衡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特别是工

业用地出让面积达到上年的４８倍,为今明两年工业投资增长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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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不断强化财金融合帮助企业融资纾困.组织设立风险缓

释、贷款贴息等助企专项资金,全年滚动发放贷款金额近４５０亿

元.组织开发推出订单保、惠企保、惠租保等新的低利率金融产

品,全年新增担保金额２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８％.组织开展线

上、线下银企融资对接２２次,５０００余家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推

动解决融资需求１１７亿元.

三是扎实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上级部署,扎实

推进市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印发了总体改革方

案,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分改革方案,为加快推进各部门

专项领域划分改革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扎实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基本建立起预算绩效管理的指标体系;积极推进预算

管理一体化改革,全面做好省级一体化平台系统推广应用准备.

４在积极作为中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严格落实国家和省里要求,统筹推进到期债务偿还、存量债

务置换、平台公司转型等工作,确保政府隐性债务持续压减,坚

决遏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今年,通过积极争取再融资债券偿还

到期存量政府债券１７７亿元;通过直接偿还,完成年度政府隐性

债务化债任务;通过积极对接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推动平台公

司置换倒还到期的政府隐性债务,缓释当期风险.同时,积极划

拨有效资产注入轨道交通集团,降低企业负债率,推动其退出平

台.目前,我市各类政府债务均已制定偿还计划,并落实了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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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债务风险总体可防可控.

２０２０年,我市财政运行明显好于预期,经受住了复杂形势和

多重困难的严峻考验,不仅稳扎稳打全力确保了全市财政收支平

衡、安全平稳,而且创新担当强有力支撑了全市克服疫情影响、

加快振兴发展.

以２０２０年为标志,“十三五”期间财政事业阔步发展、圆满

收关,主要指标实现质量齐升、争先进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

力有效、成果丰硕,破解难题和抵御风险的基础更牢、手段更

多.“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新增减税约３６５亿元,其中影响地

方级收入约１１５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由２０１６

年的４１５５亿元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４０４亿元、年均增长１２％,

税收占比由７４６％提高到７９８％,占全省收入的比重由３２９％

提高到４０６％,收入总量在东北四市中前进１位、排在第三位;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２０１６年的７７０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

１０８４１亿元、年均增长８９％,支出总量在东北四市中前进２位、

排在第二位.在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下,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投融资模式方式,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更高、对社会

资本的引领撬动能力更强,支持推动全市发展空间形成新格局,

长春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国家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等国家级

新区、试验区和重大开放平台获批建设,公主岭市正式划归长春

代管,长吉一体化、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积极进展,长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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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杭州对口合作园区投入运营,天津长春无水港正式成立,

长春－天津港海铁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支持推动第三轮轨

道交通、城市快速路延线、市域重要通道、一小时经济圈环线高

速等一大批支撑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全面开

工、快速推进;支持推动旧城改造提升取得重大成效,三环内集

中连片和夹馅棚户区基本消除,城市老旧道路和地下管网及时翻

新改造,新建了一批公园绿地、文体场馆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城市形象面貌、功能品质大幅提升;支持推动一汽、长客等重点

企业加大在长投资和产能布局,华为、浪潮、科大讯飞、万丰机

器人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集聚落位长春、投产达

效,数字经济、影视文创、冰雪旅游、现代金融、现代物流、高

端商贸、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不断壮

大;支持推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就助补助等社会兜底保

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保障标准、服务能力显著

提高;支持推动 “三大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债务、金融等

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全市

空气优良天数大幅增加、７５处黑臭水体和重点流域劣五类水体全

部消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支持推动拖欠教师职称工资、厂办

大集体改革等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解

决;支持推动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重点工作均迈出坚实步伐,取得

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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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主要得益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

策,得益于市人大市政协及代表委员的监督指导和大力支持,是

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拼搏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工作仍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形势,困难和

矛盾比较突出.据财政部判断,２０２１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会有大的

变化,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我市保运转、兑现政

策和偿债等刚性支出维持较大规模,仍将面临较大减收增支压

力.此外,财政资金使用节约意识、绩效意识还需加强,资金沉

淀闲置、绩效不高的现象仍然存在;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偏弱,有

的地区 “三保”困难加大等.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采取

更为精准、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草案

综合分析考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收支形势、国家和省

相关政策变化、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各项事业发展需要、财

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续运行等因素, “十四五”期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地方级收入预期年均增长６％左右,到２０２５年力争达到

６００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年均增长３５％左右,到

２０２５年力争达到１３００亿元.２０２１年是 “十四五”的起步之年,

总体上将按照积极而为、平稳增长的原则组织财力、安排支出.

(一)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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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

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十次全

会和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定不移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

持续”要求,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１１４２５”布局,大力

实施更加有力有效、更加可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强化底线思

维、必要思维、绩效思维,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聚力稳增长、强投资、优结构、促消费,全力确保财政收支

平衡、平稳运行,为加快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坚强有

力财政保障.

(二)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安排原则

———积极而为、平稳增长.深入研判把握经济运行和财政收

入态势,衔接 “十四五”发展目标,科学测算确定年度收入预期

目标.坚持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着力涵养税源;加强对

各类市场主体的精细化服务,促进应收尽收;全力向上争取各类

资金支持,着力扩大可用财力规模.

———厉行节约、有保有压.进一步强化 “过紧日子”要求,

坚持压减非刚性、非急需、非必要支出,坚持一般性支出、 “三

公”经费预算安排只减不增,更加严格控制维修改造、设备购置

等项目支出.围绕全市大局和中心工作,聚焦 “六稳” “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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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重点领域、重要事项、重大项目支出.

———评估先行、评价挂钩.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突

出抓好预算项目事前必要性和绩效评估,将必要性评估报告作为

安排预算的前置条件.深入开展事中事后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预算执行的挂钩机制.

———强化统筹、集约预算.强化资金统筹,遵循先自有后财

政、先基金后一般、先上级后本级、先结转后当年的顺序,优先

使用转移支付资金、专项债资金、部门资金.强化项目统筹,积

极整合不同部门的同类项目,比如各部门各单位的信息化建设项

目统筹纳入城市大脑规划设计,集约使用财政资金.

———严格管理、硬化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除应

急救灾、重大政策调整等特殊支出外不追加预算,执行中新出台

的增支政策原则上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部门新增临时性支出

在本部门本年度预算总额度内部调剂解决.

(三)２０２１年收入预期和支出安排

１．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预期４６４７亿元,增长５５％;

支出安排１１２２亿元,增长３５％.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２８５亿元,增长５９％;支出

安排３２１３亿元,增长２％.

各开发区预算草案分别单独编印成册 (中韩示范区２０２１年试

编年度预算草案,暂不提报),与市本级预算草案一并提请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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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其中:

长春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２０亿元,增长４％;支出安

排４０亿元,与上年持平.

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１３亿

元;支出安排４５亿元.

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１２５亿元,增长２３％;支出

安排２２５亿元,下降１９％.

净月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１３４亿元,增长５５％;支出

安排２４５亿元,增长５５％.

汽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１４８亿元,增长５％;支出安

排２１６亿元,下降３３５％.

莲花山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３４亿元,增长１００％;支

出安排８９亿元,增长２７２％.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６４１亿元,下降１５３％;支出安排

７１８６亿元,下降１９２％.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５０６５亿元,下降１８８％;支出

安排５５２１亿元,下降６９％.

各开发预算草案分别单独编印成册 (中韩示范区２０２１年试编

年度预算草案,暂不提报),与市本级预算草案一并提请大会审

查.其中:

长春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９６亿元,增长３２％;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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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１２６亿元,下降７２４％.

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１３亿元;

支出安排１６亿元.

经开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２３亿元,增长５３３％;支出安

排２９亿元,下降７８６％.

净月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３３亿元,下降３６％;支出安排

８亿元,下降２５７％.

汽开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２亿元,增长１％;支出安排４７

亿元,下降８４％.

莲花山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１４亿元,下降２４７％;支出

安排６２亿元,下降１７５％.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４４９２万元,增长２２５％

(主要是利润上缴比例提高);扣除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１３４８万元,

加上上年结余２６６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３４１０

万元,增长２９６％ (主要是收入增长支出相应增加).

各县 (市)区、开发区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根据最新政策要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

收统支,２０２１年不再纳入我市预算编报范围,纳入我市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编制范围的险种调整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
—８１—



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

业保险基金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期２４９８亿元,剔除已上划省级统

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增长２５６％;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３０６亿元,收入总计为５５５８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２１１７亿元,增长２０３％.收支相抵,结余３４４１亿元.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期１４５３亿元,剔除已上划省级统

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增长３２９％;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２２５５亿元,收入总计３７０８亿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１２１３亿元,增长９３％.收支相抵,结余２４９５亿元.

三、扎实做好２０２１年全市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

局之年,我市进入振兴发展加快突破期、产业结构加快变革期、

城市空间加快拓展期、改革开放加快重塑期、民生福祉加快提质

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市财政工作将围绕立足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践行新发展理念、助力融入新发展格局,统

筹各类资金、突出保障重点、分类精准施策,着力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展现新作为.

(一)立足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提升能级,大力支持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长春高质量发展 “四大板块”产业园

区、标准厂房、配套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为项目加快落位和产

业集群集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力支持 “米”字型高铁、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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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环线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三期和城市重要通道等立体化网络化

现代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建设,助力长春加快由 “节点城市”向

“枢纽城市”转变.

(二)立足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支持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以产业专项发展资金为基本依

托,以深化财金融合为主要手段,重点支持汽车、轨道客车等产

业固链补链强链延链、提升本地配套率,助力做实做优做强实体

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大力支持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电子信

息、健康食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影视文创、数字经济、金融物

流、健康医养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助力长春加快形成 “多点

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三)立足增强创新的 “核心地位”,大力支持科技自立自强

和创新发展.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引导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GDP比重加快提升;重点支持大院、大校、大所、大企围绕

全市重点产业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联盟,助力推动技术研发和

科研成果本地转化;大力支持引进科技含量高、投资体量大、带

动作用强的龙头高技术企业落户长春,助力推动本地大型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深度融入龙头企业产业链;大力支持高端人才引

进,以及围绕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创新孵化平台载体、打造

“双创”生态圈,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力长春加快由

“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四)立足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大力支持持续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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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促进就业增收的政策和项目,助力扎实推进扩大内需、

共同富裕;全力支持社保医保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困难弱

势群体补助救助等,助力不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扎牢社

会保障兜底 “安全网”;大力支持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

本公共服务均衡优质发展,助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五)立足融入 “双循环”,大力支持扩大开放合作.重点支

持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加快建设和中国 (吉林)自由贸

易试验区长春片区申报创建,以及长春－天津港海铁联运班列扩

大运力,助力长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加快由 “内陆城

市”向 “开放高地”转变;大力支持长春与天津、杭州对口合作

专业园区建设,以及与其他发达地区对接招商,支持本地大型企

业降低外运整车整机的物流成本,助力长春更好融入国内大循

环;全力支持长公同城化、长吉一体化、长平一体化协同发展,

促进长春要素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断提升,助力长春加快

由 “单核做大”向 “区域协同”转变.

(六)立足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体制机制改革和智慧城

市建设.重点支持深化政务服务和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助力

不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的便利化、优享化水平;大力支持推动降

低水、电、气、热、土地等工业企业要素和物流成本,助力长春

不断提升投资吸引力、竞争力;全力支持城市大脑和数字城市建

设,推动公共服务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助力数字产业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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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城市智能化发展.

(七)立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支持打造

生态文明 “升级版”.重点支持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助力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提升;全力

支持发展生态旅游和冰雪经济,助力加快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发展;大力支持资源节约利用和绿色循环低碳生产生活体

系构建,助力长春加快推进碳排放达峰.

(八)立足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点支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和国家农业高技术产业示

范区创建,助力长春高质量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基地和产业融合示

范基地;大力支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长春现代化都

市圈核心区与卫星城镇群协同发展;全力支持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助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九)立足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支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重点支持应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

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助力提升抵御自然灾害

和抢险救灾的能力;全力支持安全生产、公共卫生、食品药品等

与群众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助力提升公

共安全保障能力;大力支持社会治安、维稳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等支出,助力 “平安长春”建设.

(十)立足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大力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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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聚焦培育厚植财源建设,进一步改进完善财政体制、创新

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城区、开发区引进产业项目积极性;同时加

强对重点税源企业、总部经济、大市场、个体工商户纳税情况的

跟踪服务和分析评估,积极培育税收增长点.聚焦管控债务和支

出风险,足额安排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还本付息资金,加快

压减存量,严控新增债务,支持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进一

步加大对全市 “三保”和其他重大项目资金支出监测,加强财政

支出风险评估研判,强化预算编制事前审核和定期报告、重点关

注制度,强化应急资金储备.聚焦提升资金效能,统筹推进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一体化、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等改革,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增强与其他经济政策

的协调性和组合效应,充分发挥好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更多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我们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下,认真落

实会议决议,解放思想、砥砺奋进,扎实做好财政预算管理等各

项工作,为长春加快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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