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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十二届人大五次 

会 议 文 件 （ 十 四 ） 

 

关于江苏省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 年 2 月 6 日在江苏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刘捍东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江苏省 2016 年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17 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会

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全力

支持经济平稳增长和加快转型升级，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

入推进财政改革创新，努力为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

保障。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21.23亿元，比上年（下同）增加

92.64亿元，同口径增长5.0%。其中，税收收入6531.83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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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增长3.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0.4%。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9990.13亿元，增加302.55亿元，增长3.1%。 

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

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及上年结转收入等5366.2亿元，收

入共计13487.43亿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中央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2844.99

亿元，当年支出共计12835.12亿元。收支相抵，预计结转下年支

出652.31亿元。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7.33亿元，同口径增长11.1%。省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66亿元，下降2.8%。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加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及上年结转收入等5399.51亿元，收入共计6046.84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中央支出、对市县税收

返还及转移支付支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5012.19亿元，当

年支出共计5978.19亿元。收支相抵，预计结转下年支出68.65亿

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6047.81亿元，增长31%。全省政府性

基金支出6191.83亿元，增长33.5%。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加

中央补助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等2796.4

亿元，收入共计8844.21亿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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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支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调出资金等1868.27亿元，

当年支出共计8060.1亿元。收支相抵，预计结转下年支出784.11

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41.93 亿元，下降 17.4%。省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 63.83 亿元，下降 25.4%。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加

中央补助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等

2294.66 亿元，收入共计 2436.59 亿元。当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加上解中央支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调出资金等

2342.67 亿元，当年支出共计 2406.5 亿元。收支相抵，预计结转

下年支出 30.09 亿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21.56亿元，加上年结转收入

5.02亿元，收入共计126.58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4.98亿元，加调出资金5.02亿元，当年支出共计100亿元。收支

相抵，预计结转下年支出26.58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6.22 亿元，增长 45.9%，加上

年结转收入 0.04 亿元，收入共计 26.26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16.21 亿元，增长 1.5%，加调出资金 3.8 亿元，当

年支出共计 20.01 亿元。收支相抵，预计结转下年支出 6.25 亿

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855.47亿元，增长3.7%。全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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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基金支出3530.87亿元，增长12.5%。全省社会保险基金当

年收支结余324.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550.25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59.51亿元，增长2%。省级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216.6亿元，增长9.9%。省级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

结余42.9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94亿元。 

在省财政与中央财政、市县财政办理正式结算后，上述预

算执行情况还会有一些变动，届时我们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5．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6 年末，我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10915.35 亿元，其中，省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76.53 亿元。

2016 年底我省债务率为 62.9%，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016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和管理主要体现了以下重点：  

（一）支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努力推动经济平

稳增长。一是推动“去产能”。支持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妥善安置分流职工。二是着力“降成本”。通过落

实国家和省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等措施，全年减

轻企业负担 1070 亿元。三是促进“去杠杆”。发行政府债券 4512

亿元，2016 年到期政府债务全部置换为政府债券，年均节省利

息支出 150 多亿元。四是致力“补短板”。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

政策，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基础设施薄

弱环节、生态环境、扶贫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五是聚力“促

创新”。对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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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机中心等我省引领性重大科技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出

台落实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财政政策。 

（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

生十件实事全面完成，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以上用于民

生，省级财政民生支出比重达 80%。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全覆盖

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已基本建立。保

障支持教育综合改革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促进就业

和支持创业并举的财政政策，有效促进就业增长。促进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医保、养老等各项提标、提档、提补政策全面落

实到位。出台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支持大气、

水、土壤污染治理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苏北振兴、苏中崛起和苏南提升的财

政政策进一步完善。发起设立多支综合区域性基金和产业基金，

重点支持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韩（盐城）产业园、

南京江北新区、徐州老工业基地等重大载体建设。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一是加快

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完善全口径预算管理，进一步加大一般公

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力度，取消

一般公共预算中一些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规定，对相关领域

支出统筹安排。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出台地方预决算信息公

开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和细化公开内容。健全跨年

度预算平衡机制，继续探索中期财政规划管理。二是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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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改革。全面完成营改增试点各项工作，实现税制平稳转换，

减税面 98%以上。资源税改革全面实施。国家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创新创业、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得到切实落

实。三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深化政府投融资改革，PPP

入库项目实现市县全覆盖，通过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累计吸

引社会资本 1896 亿元。全年共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超过 1500 亿

元安排重大项目和民生支出。加大财政资金分配制度改革，扩

大专项资金因素法分配试点，约 50%的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实行

因素法分配。出台加强省级涉企专项资金管理意见，改革对竞

争性领域的支持方式。对省本级国库现金和财政专户间隙资金

存放实行公开招标，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

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2016 年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资

金达 3127 亿元。深入推广财政“大监督”机制，省级财政监督综

合分析系统上线运行。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受

营改增和增值税收入划分改革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回落

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矛盾突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财政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改革推进难度加大；个别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不容忽视；财政资金全过程监督还存在薄弱环节等。对这

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7 年预算草案 

2017 年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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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扣“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实施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力支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项工作，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调

整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支出需求，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8200亿元，比2016年执

行数（下同）增加78.77亿元，同口径增长5%左右。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预计10190亿元，增加199.87亿元，增长2%。 

2017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

付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及上年结转收入等 4048.2 亿元，

收入共计 12248.2 亿元。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中央支

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及结转下年支出等 2058.2 亿元，

支出共计 12248.2 亿元。收支相抵，保持平衡。 

2．省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548亿元，同口径下降

7.9%，加上预计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收入1501.49亿元、下

级上解收入1239.67亿元、上年结转68.65亿元、调入资金103亿

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1194.4亿元，收入共计4655.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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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655.21 亿元，减去财政部下达

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272.34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 195.76 亿元、

对市县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729.06 亿元、上年结转

68.65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1194.4 亿元，省级当年

可用财力 1195 亿元，考虑 2017 年部分专项改列一般性转移支

付等因素后，较上年年初预算同口径增长 3.4%，拟全部安排支

出。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重点支出情况如下：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拟安排 124.39 亿元，同口径增长

9.3%。主要用于：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就业创

业；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将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 125 元/人·月；加大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投入，加强对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支持力度；保障残疾人生活

教育和康复救助等。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拟安排 160.44 亿元，同口径

增长 8.9%。主要用于：支持构建“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

动机制，将全省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不低于

470 元，将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不低

于 60 元，对经济薄弱地区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标准提高

到每行政村 1.5 万元；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中医药事业发

展；加强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建立计划生

育利益导向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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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水支出拟安排 203.39 亿元，同口径增长 5.4%。主

要用于：支持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鼓励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加强以水利、农桥为重

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大力支

持实施新一轮脱贫帮扶工作；继续支持“绿色江苏”建设、农

村综合改革试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

购置补贴等。 

——教育支出拟安排 298.46 亿元，同口径增长 4.8%。主要

用于：支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和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将省属高校生均财政

拨款基本标准从 11600 元提高到 12000 元；健全政府扶困助学

体系；补助经济薄弱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和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等。 

——科学技术支出拟安排 64.48 亿元，同口径增长 16.1%。

主要用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培育创新主体；支持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支持科技金融业创新发展；支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等。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拟安排 26.08 亿元，同口径增长

7.3%。主要用于：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健康繁荣发展，推

进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和文化艺术精品生产；支持省级重大公益

性文化活动的开展、省级重点精神产品的创作、生产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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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等。 

——节能环保支出拟安排 55.9 亿元，同口径增长 19%。主

要用于：支持加快绿色发展，加大大气、土壤、水环境污染防

治力度；开展太湖水污染治理；支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

动；支持建筑节能和建筑产业现代化；扶持特色小镇建设；对

生态红线区域予以补偿等。 

——交通运输支出拟安排 150.44 亿元，同口径增长 6.6%。

主要用于：支持连淮扬镇、徐宿盐淮、沪通、徐连客专等苏北

及沿海地区铁路项目建设；支持国省干线公路、干线航道建设

与养护；支持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等。 

——商业服务业、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拟安排 78.87 亿元，

同口径增长 4.7%。主要用于：促进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

整，支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鼓励企业实施技

术改造；支持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我省内外贸经济平衡发展等。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17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 5000 亿元，下降 17.3%。

加中央补助收入 9.24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815.4 亿元、

上年结转收入 784.11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预计

6608.75 亿元，减去调出进入一般公共预算 300 亿元、结转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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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593.35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15.4 亿元，其

余 4900 亿元拟全部安排支出。 

2017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 108 亿元，下降 23.9%。

加中央补助收入 9.24 亿元、市县上解收入 1.2 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收入 815.4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30.09 亿元，省级政府

性基金收入总量预计 963.93 亿元。减去补助市县支出 61.38 亿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815.4 亿元后，其余 87.15 亿元

拟全部安排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17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 103.51 亿元，加上年结

转收入 26.58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预计 130.09 亿

元，减去调出 24.72 亿元进入一般公共预算后，其余 105.37 亿

元拟全部安排用于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改革成本支出等。 

2017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 25.1 亿元，加上年结转

收入 6.25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预计 31.35 亿元，

减去调出 6.71 亿元进入一般公共预算后，其余 24.64 亿元拟全

部安排用于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改革成本支出等。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17 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4049.15 亿元，支出预

计 3866.76 亿元，收支相抵，本年结余为 182.39 亿元，加上上

年滚存结余 5550.25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5732.64 亿元。 

2017 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272.81 亿元，支出预计



 

─ 12 ─ 

228.77 亿元，收支相抵，本年结余 44.04 亿元，加上上年滚存结

余 594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638.04 亿元。 

（五）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前支出情况 

根据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本次大会审议批准前，省

级安排支出 54.6 亿元，主要用于省级预算单位的基本支出和

2016 年结转的项目支出、省级经办的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

等。 

2017 年，预计中央将会对税制和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进行

调整，我省也将调整省对下财政管理体制。届时，我们将及时

修改完善省级财政预算安排，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审定。 

三、努力完成 2017 年财政改革与预算收支任务 

（一）着力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一是促进完善创新型企业

培育机制。支持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小升高”计划；建立

企业研发投入普惠补助政策体系。二是支持创新平台构建。加

大对苏南国家自主示范区的扶持力度；支持省产业研究技术院

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加大对国家和省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力

度；支持实施科技型企业孵育计划，探索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

绩效奖励制度。三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将下放科技

成果收益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比例、完善股权激励等政

策落实到位。四是支持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充分发挥政银合作

融资支持政策作用，进一步做大“苏科贷”“苏科投”以及科技

企业贷款资金池，努力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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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机制，推动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二）大力支持富民惠民发展。一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

力度。坚持厉行节约，更加注重优化结构、用好增量、激活存

量；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支持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大力支持

发展众筹众包众扶众创，推动创业富民；支持土地确权和农村

“两权”抵押试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推进精准扶贫，支

持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三是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

题。保障扶贫、农业、教育、社保、医疗、棚改等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支出政策得到落实；支持开展环保“两减六治三提升”

专项行动，落实好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促进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三）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一是全面贯彻新预算法。

坚持以法治思维推进财政改革，在法治框架内组织财政财务收

支活动，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

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力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部门绩效和资产信息公开。推进中期规划管理，试

编2017-2019年中期财政规划。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项目库

特别是储备项目建设。继续盘活并统筹使用财政存量资金。加

强预算执行管理，在促进依法征管的同时，坚决防止和纠正收

取“过头税”以及虚增财政收入的行为。加快预算支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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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下达转移支付。硬化预算约束，严格控制预算调整事项。

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

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调整完善省对市县财政体制，进一步加大财力下倾力度，充分

调动市县发展积极性。四是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强化财政监

督，推进《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立法工作。 

各位代表：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和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的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主

动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开创财政事业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