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关于重庆市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７年财政预

算草案的报告»、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批准的

调整预算,现将２０１７年开展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第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落实好各项财税政策,统筹安排

财政资金,通过营造优良的财税发展环境,提升实体经济发

展活力、质量和效益.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把 “营改增”、

西部大开发、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取消

(停征、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坚持实施社

保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落实资金支持创新驱动发展,

促进科研机构创新能力提升,支持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

度、新产品开发和供应链创新等.通过预算统筹安排、债券

发行、市场化融资等方式,支持公路、铁路、机场、水运、

轨道、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收储等重点项目实

施.支持自贸试验区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建设,促进贸易便

利化,助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统筹资金支持国企改革,化

解煤炭、钢铁等过剩产能,促进重钢等国有企业脱困发展.

第二,坚持保基本兜底线,落实民生保障政策.深入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的原则,足额兑现基本民生资金需求,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保障水平,支持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改

善.“脱贫攻坚”投入稳中有增,落实专项扶贫资金,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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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深度贫困乡镇、重点贫困村整体脱贫和贫困区县脱贫摘

帽,支持１８个区县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提高

社保标准和医疗保障水平,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政策,足额兑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保补助、城乡救助

等各项提标增支政策;通过财政贴息壮大创业担保贷款发放

规模,支持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建立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的分类补偿机

制,破除以药补医;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

促进提升服务水平.切实保障教育投入,逐步提高教育各阶

段财政经费保障水平;改善城乡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推动职

业教育发展.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和标准化.加大生态保护建设投入,保障环境整治各项

资金需求,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推进城市棚户区和农村危旧

房改造,支持公 (廉)租房建设和运营维护.

第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财政改革.以人大监

督、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推行零基预算等制

度,在预算编制、执行和公开等环节进行重大改革,积极应

对财政收支矛盾,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预算编制公

开评审制度,从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入手,实行 “用钱先评

审、开门办预算”,由人大代表、专家教授等组成联合评审

组,对２０１８年３７个部门的１１０多个重点专项开展公开评

审,增强预算制度约束力.建立预算执行 “零结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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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门年底未执行完的预算,全部收回统筹,盘活存量资

金,加大统筹力度,增强调控效能.建立预决算信息公开制

度,依法推动预决算公开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打造透

明账本,主动接受监督,初步构建起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启

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成市与区县实际支出分

担情况摸底调查,制定改革总体方案.

第四,规范财政管理,提升理财水平.坚持完善财政管

理体制机制,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为目标,统筹处理好

点上突破和面上推进的关系,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加强

政府性债务管控,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稳步

推进融资平台分类规范管理,组织开展不规范的融资担保和

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规融资等行为的清理整改.深入实施

绩效管理,对１４６个市一级预算单位和３８个区县开展综合

评价,对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转移支付、科技创新券等开展绩

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开展市级单位

“经营性资产、银行账户、自有收入”三项清理,全面摸清

底数,理清改革思路,促进规范管理.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

管理实现市级全覆盖,１２个区县完成改革试点.

各位代表,２０１７年,财政部门坚决落实人大审查决议,

主动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监督,持续改进和加强服务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作,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２３０件和政

协委员提案２１１件,加大与代表委员沟通交流力度,积极听

取和吸纳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改进财政工作,

—４—



不断提高为民依法理财的水平.

二、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１７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５２１６ 总　　计 ５２１６

一、本级收入 ２２５２ 一、本级支出 ４３３７

　　税收 １４７６ 二、转移性支出 ８７９

　　非税 ７７６ 　　上解中央 ２３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９６４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４６２

　　中央补助 １７１７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６２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３８ 　　结转下年 ２３２

　　调入资金 ２６３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６０８

　　上年结转 ２３８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２５２亿元,同口径增长

３％,其中,税收收入１４７６亿元,同口径增长７３％.加上

中央补助收入１７１７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６０８亿元,以

及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６３９亿元

后,收入总计５２１６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３３７亿元,增长７９％,

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２３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４６２亿

元,以及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等３９４亿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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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计５２１６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１７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３３７０ 总　　计 ３３７０
一、本级收入 ２２５１ 一、本级支出 ２１８２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１１９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１８８
　　中央补助 １０６ 　　调出资金 １６８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７１５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３３６
　　上年结转 ２９８ 　　结转下年 ６８４

　 　———全 市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２２５１ 亿 元,增 长

５２５％,加上中央补助收入１０６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７１５亿元,以及上年结转２９８亿元后,收入总计３３７０亿元.

———全 市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２１８２ 亿 元, 增 长

２６９％,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３３６亿元,以及调出资

金和结转下年等８５２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３７０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１７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１４８ 总　　计 １４８
一、本级收入 １２７ 一、本级支出 ９９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１ 二、转移性支出 ４９

　　中央补助 １２ 　　调出资金 ３９

　　上年结转 ９ 　　结转下年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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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２７亿元,增长４０％,加

上中央补助１２亿元、上年结转９亿元后,收入总计１４８亿元.

———全市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９９ 亿 元,增 长

３５９％,加上调出资金３９亿元、结转下年１０亿元后,支出

总计１４８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６１６亿元,同口径增

长７５％.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１２１亿元,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４５６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１７亿元,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２２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５０８亿元,同口径增

长８３％.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０４８亿元,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支出４２６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１５亿元,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１９亿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１０８亿元后,

支出总计１６１６亿元.历年滚存结余１４５０亿元.

(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３５１０ 总　　计 ３５１０

一、本级收入 ８２５ 一、本级支出 １２３８

　　税收 ５０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２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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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非税 ３２１ 　　上解中央 ２３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６８５ 　　补助区县 １４４０

　　中央补助 １７１７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７４

　　区县上解 １３９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１１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８５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４３３

　　调入资金 ４５ 　　结转下年 ９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６０８

　　上年结转 ９１

　　１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８２５ 亿 元,同 口 径 增 长

２６％.其中,税收收入５０４亿元,同口径增长４２％;非

税收入３２１亿元,下降５８％.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补助１７１７亿元、地

方政府债务收入６０８亿元、区县上解１３９亿元、调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８５亿元、上年结转９１亿元、调入资金４５亿元

后,收入总计３５１０亿元.

２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２３８亿元,增长９２％,加上补

助区县１４４０亿元、上解中央２３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４３３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４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１１１亿元、结转下年９１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５１０亿元.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１７年市本级预备费预算１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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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际支出７亿元,剩余８亿元全部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１１１亿元.２０１７年市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结余结转９１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市级主要支出政策落实情况如下:

———教育方面.市本级教育支出１０１亿元,补助区县

１２４亿元.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支持公共

实训基地、中职产教融合等项目建设,支持教育均衡化、优

质化发展.完善各教育阶段困难学生 “奖、贷、勤、减、

补”有机结合的资助政策体系,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困难生的

生活补助标准,免除高中阶段困难生教科书费和学费,实施

大学阶段困难生免 (补)学费资助政策.实现高职生均财政

拨款达标,引入绩效评价,大力支持高校 “双一流”建设.

支持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发展.落实边远贫困地区教师补

助、培训等政策.

———科技创新方面.市本级科学技术支出２４亿元,补

助区县１亿元.积极推进 “放管服”改革,形成创新项目分

类评价、预算调整权下放、结余经费留用及第三方管理等制

度.综合运用科技创新券等普惠性财税政策,支持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激励奖补全

社会研发创新投入.

———文体传媒方面.市本级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５亿

元,补助区县５亿元.加大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重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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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投入.支持公益性文化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普及推广全民阅读、全民艺术和全民健身.提高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水平.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

度,实施文化消费惠民计划.支持竞技性、群众性体育发展.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市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３７８亿元,补助区县１２２亿元.重点扶持高校毕业生、返乡

农民工、去产能职工等群体就业创业,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财

政贴息、社会保险和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全面实施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

员养老金标准平均提高５５％,惠及３５０余万人.城乡低保

救助水平分别提高到每月５００元和３５０元,保障约９５万城

乡低保群众基本生活.完善城乡特困供养制度,每月补助提

高到６５０元,保障约１９万城市 “三无”、农村 “五保”、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等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完善医疗

救助体系,推动建立扶贫济困医疗基金,对困难群众实施医

疗救助.建立地方补助机制,落实优抚抚恤对象待遇.对约

４万失能人员建立每月２００元的护理补贴.支持残疾人和红

十字事业发展.

———医疗卫生方面.市本级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３８亿元,补助区县１５１亿元.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对

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分类补偿,破除以药补医.城乡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４５０元/年,惠及２６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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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顺利合并实施.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５０元/年.落实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基本药物、绩效工资和村卫生室建设补助政策.保障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

特别扶助政策.支持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支持食品药品

监管能力建设.

———环境保护方面.市本级节能环保支出３５亿元,补

助区县４５亿元.补助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开展工业

企业土壤污染详查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推进 “五大环保行

动”.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支持市和区县环保能力

建设,完善环保监测预警体系.推动８个市级地下综合管

廊、３个市级海绵城市试点.支持主城区垃圾处置中转站建

设.加大自然保护区市级经费保障力度.支持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继续推动钢铁、煤炭去产能.

———农林水方面.市本级农林水支出４０亿元,补助区

县２３４亿元.推进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

革,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深入实施农业项目财政补

助资金股权化改革.支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田园综合体

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政策性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支持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建设.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保障林业重点工程全面实施.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长效机制.支持观景口、金佛山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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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工程建设,推动高效节水灌溉、中小河流治理、山坪塘整

治、农村饮水等农田水利建设.全面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

施,深化涉农资金整合试点,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保障脱

贫攻坚资金需求.启动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交通方面.市本级交通运输支出１６６亿元,补助区

县１０４亿元.支持渝贵快铁、郑万铁路和枢纽东环线等重点

项目建设,支持重庆西站一期和沙坪坝站建成,推进第三个

“１０００公里”高速公路建设,推动果园港、珞璜港、龙头

港、新田港四大枢纽港建设升级,支持江北机场第三跑道和

T３A航站楼建成投用.推进农村公路 “通畅通达”工程,

完成８００公里国省道改造.

———城乡建设方面.市本级城乡社区支出１９４亿元,补

助区县２０亿元.支持五号线、十号线 (北段)城市轨道建

成通车,加快四号线、九号线和环线等城市轨道建设.推进

郭家沱大桥、华岩隧道西延伸段、含谷立交等城市道路、桥

梁和隧道建设.完善主城区次支路网,改善交通微循环,缓

解主城区出行拥堵.加快农村危旧房改造,支持特色小城镇

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商业发展方面.市本级工业商业金融等支出３１
亿元,补助区县３６亿元.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对企业新增

研发投入、重大新产品研发、产业链创新给予补助.促进工

业稳增长,对汽车、电子等重点产业稳产增效和 “双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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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流动资金贷款实施奖补.大力发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服务贸易,支持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上线运行.支持举办

“渝洽会”、“糖酒会”等重大展会活动.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

范、冷链物流综合示范、供应链体系建设.支持旅游宣传推广,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支持国有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全面保障

粮油、电力电煤、食盐等政策性储备,稳定市场供需.

———市对区县转移支付总量１４４０亿元,其中:财力补

助５２３亿元,上述重点支出政策等补助９１７亿元,区县保基

本运转、保社会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的具体科目情况详见附件一 «重庆市

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 (草案)».

(三)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２４４９ 总　　计 ２４４９

一、本级收入 １４８９ 一、本级支出 ８６６

二、转移性收入 ９６０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５８３

　　中央补助 １０６ 　　补助区县 ６６３

　　区县上解 ２０ 　　调出资金 ２２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７１５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４１

　　上年结转 １１９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４４５

　　结转下年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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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４８９亿元,增长８２５％,加上

中央补助１０６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７１５亿元、上年结转

１１９亿元、区县上解２０亿元后,收入总计２４４９亿元.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１４２０ 亿 元, 增

长８３３％.

２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６６亿元,增长８７５％,

加上补助区县６６３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４４５亿元、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４１亿元、结转下年４１２亿元、调出

资金２２亿元后,支出总计２４４９亿元.

———市本级城乡社区支出８３６亿元.主要是国有建设用

地土地成本支出４８４亿元,土地收益主要安排用于城市轨

道、机场、道路及重点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２５３亿元,

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及教育、地质灾害防治、环保搬迁等民

生项目支出９９亿元.

(四)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７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１００ 总　　计 １００

一、本级收入 ８５ 一、本级支出 ８２

—４１—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５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８

　　中央补助 １２ 　　调出资金 １１

　　上年结转 ３ 　　补助区县 ３

　　结转下年 ４

　　１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８５亿元,增长４５２％,主要

是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所实现的转让收入和企业上缴利润.加

上中央补助１２亿元、上年结转３亿元,收入总计１００亿元.

２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８２亿元,增长５６６％,

主要是支持重钢司法重整、解决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等历史遗留问题.加上调出资金１１亿元、

补助区县３亿元和结转下年４亿元后,支出总计１００亿元.

各位代表,２０１７年,全市财政收支总体平稳.我们深

刻体会到,过去一年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的结果,是全市财政系统认真贯彻中

央大政方针和一系列重大战略、贯彻市委重要部署的结果.

回首过去五年,全市财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财政工作取得了新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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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财政总体实力有所增强.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突破２２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０２％.其中,税收收入近

１４８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１２％.政府性基金收入从２０１２年的

１４００多亿元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２００多亿元,保障了重大建

设加速推进和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逐

步规范,统筹用于公共预算的力度不断加强.社保基金收入

从２０１２年的８００多亿元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６００多亿元.

五年来,财税发展环境逐步优化.不折不扣落实结构性

减税和社保降费政策,压减１４０余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收费项目,累计减轻企业负担约３０００亿元.规范优

惠扶持政策,突出公平与绩效,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五年来,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我们着力在全面实行 “营改

增”、市和区县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推动和

落实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改革激发的活力、动力日渐显现.

五年来,财政管理水平有所提高.零基预算、绩效预算

的理念基本建立,支出体系的标准化不断完善,重点专项资

金设立、分配、退出的制度逐步健全,预算公开评审、零结

转、预决算公开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滚动预算平稳实施,财

政统筹预算、债券、金融等资源的能力有所增强.

五年来,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制度基本建立.在加强财

经纪律、资金安全等风险防范的同时,针对政府性债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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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资金管理、预警管理、应急处置预案、平台公司监管等

方面出台一系列制度文件,初步形成了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

制度基本框架.

但是,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全市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长

期挑战和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风险防范意识还需增强,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然存在;收入质量需进一步提升;面对

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的现状,预算紧平衡特征明显,支出结

构调整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理财创新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

高,部分区县内生动力不足;财政改革有待深化,预算的约

束力还不强,不规范使用财政资金的行为时有发生,资金的

使用绩效还不高,预算的公开透明还不够,改革的压力传导

还不足,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与新时代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理财观念亟需转变,现有的理财方式和手段与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阶段和要求还不相适应.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突

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理念的变革、改革的深

化、理财的创新,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三、２０１８年预算草案

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指明了前

进方向,全市财政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五届三次全会部署,拥抱

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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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综

合分析全市财经形势,现将预算编制及草案报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两地”定位和 “四个扎实”要求,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

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使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把加

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

障,注重收入质量,注重支出绩效,注重激励约束,注重风

险管控,逐步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与区

县财政关系,逐步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

的预算制度,逐步建立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体制机制,有效防

控政府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提高理财质量

和效益,为落实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的各项决策部署提供资金

保障.

(二)预算编制主要思路.市委五届三次全会部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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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计划”,赋予了财政新的使命,对财

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市财政将紧扣目标任务,在２０１８年

预算编制中主要遵循以下思路.

一是着力推动理念变革.在财政收入上,由 “重规模”

向 “重质量”转变,让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更协调,让可用

财力与发展需求更匹配.在财政支出上,由 “重投入”向

“重绩效”转变,坚决修正、调整、腾退不可持续和无效低

效的支出政策,产业扶持由 “事前补助”向 “事后奖励”转

变.在平衡方式上,由 “静态平衡”向 “滚动平衡”转变,合

理安排项目时序,跨年兑现项目支出,以 “时间”换 “空间”.

二是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在关键环节和领域率先突破,逐

项理顺市与区县两级的权责关系.推进收入划分改革,调整

完善市与区县收入划分格局,调动市和区县两级积极性.继

续深化转移支付改革,支持区县加大转移支付统筹力度.深

化绩效预算改革,将绩效管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

督全过程,强化绩效责任硬约束.加快推进国库资金集中支

付改革,实现支付电子化和乡镇全覆盖,将基建等大额资金纳

入改革范围,对扶贫资金实行县级国库集中支付.主动接受人

大监督,推进人大联网监督工作.强化财政监督,严格管控违

规使用财政资金的风险,严肃财经纪律,加大问责查处力度.

三是着力创新理财方式.加强预算统筹衔接,优先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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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强化 “资金、资产、资源”统

筹,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筹资来源,确保市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地.探索建立

“统承统贷统还”机制,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转变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突出财政公共性和普惠

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增

强财政的可持续性.

(三)２０１８年财政重点工作

１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严格按照 “增

强风险意识、防范风险挑战”的要求,有力有效防控政府性

债务风险.加强风险源头管控,摸清隐性债务底数,清理资

产资源情况,找准风险点和潜在隐患,制定化解隐性债务方

案,稳妥处置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加强

平台公司债务管控,探索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强化债务全方

位动态监控.周密组织债券发行,确保债券资金及时到位,

全面完成存量政府债务置换,加大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明晰各级责任,健全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坚决制止政

府违规举债、违规承诺担保等行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２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健全深化脱贫攻坚财政支持政策,注重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开展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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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绩效管理.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新增脱贫攻坚资

金优先满足１８个深度贫困乡镇.瞄准特殊贫困人口精准帮

扶,支持贫困区县全面设立健康扶贫医疗基金,切实减轻农

村贫困人口实际医疗费用负担,推动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对所有重庆籍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给予学费资助和生活费补助,确保

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３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贯彻落实长江流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决策部署,支持打造 “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加大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建立市域

内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

设.落实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支持市场化、法治化

方式治理环境突出问题,保障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完善政府

购买污水处理服务机制,支持污水处理提质改造,推进垃圾

二次转运站建设.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构

建创新绿色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探索多元化、市场化生态

补偿运行机制.

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把

“放管服”各项要求与财政工作紧密结合,落实 “营改增”、

企业创新发展等税收政策,释放更大减税效应,为实体经济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评估完善 “企业减负３０条”等政策,

进一步压减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征收主城区路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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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继续支持化解过剩产

能,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依法征收财政收

入,进一步提高收入质量,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５支持科技和创新驱动发展.抓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

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准备金奖励、重大新产品

研发补助等财税政策落地,激发企业更好发挥创新主体作

用.支持引进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完善知

识价值信用评价体系及风险防控与补偿机制.整合资金设立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大数据智

能化产业项目引进、前沿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成

果转移转化.发挥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政

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支持大数据智能化发

展.采取市场化运行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方式,支持公共

区域免费无线局域网建设.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支持在渝军

工企业发展军转民项目,打造军民融合、产学研一体的科技

创新中心和平台.

６支持乡村振兴.加大财政投入和专项资金统筹力度,

建立健全支持城乡融合发展财政政策体系.支持完善农村

“交通网”、“水利网”、“信息网”,改善农村基础条件.大力

发展特色效益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农

旅融合发展.支持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支持农村畜禽粪污、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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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 “厕所革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以农村 “三变”

改革为总抓手,深化农业产业项目股权化改革,加大扶持村

集体经济力度.支持 “四好农村路”等一批民生项目建设.

７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鼓励

和吸引社会资本,改革完善现有铁路、高速公路建设筹资模

式,落实市级与区县筹资和投入责任,确保铁路、高速、国

省道和小康路等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顺利推进,进一步

打通对外联络大通道、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加快重庆铁路枢

纽东站、西站二期建设,推进 “一干两支”重点港口建设,

发展铁路、水运、公路联运,支持进一步提升重庆综合交通

枢纽功能.加快推进主城区缓解交通拥堵三年行动计划,推

动城市道路、桥梁和隧道建设,继续完善主城区次支路网,

打通断头路、改善微循环,提升主城区道路通行效率.支持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重大水利工程和水利薄弱环节建设.

８支持教育文体发展.扩大公办和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建立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生均拨款、资助、奖补等学前

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巩固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健全普

通高中投入机制,落实生均公用经费,普及高中教育.调整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支持中职、高职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体系建设.完善高等教育预算拨款制度,重点支持一流大

学、一流学科建设和大学紧缺学科专业建设,推动教育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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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接、人才与发展匹配,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支持

拓宽文化建设融资渠道,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支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９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制度落实.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以需求为导向,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保障重点企

业用工,推动人才引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继续提高城乡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探索启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

保基金.落实救助标准与物价挂钩的联动机制,适时调整城

乡低保标准.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残疾人、红十字

等事业发展.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完善财政投入机制,

巩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果,支持分级诊疗和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建设.继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保障

重大公共卫生投入,支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高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扶助标准.继续支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１０支持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统筹现有专项资金,支持

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完善铁路、陆路、航空和水运立体

发展的对外开放通道体系,推动互联互通.支持完善口岸功

能,发挥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重点开放平台引

领作用.积极培育开放主体,优化开放型经济产业体系.支

持外贸稳增长、调结构,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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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体系建设和冷链物流发展.促进商贸服务业创新发展,鼓

励发展电子商务、会展业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支持全域旅

游发展.

１１优化区域扶持政策.调整完善区域扶持政策,优化

区域间一般性转移支付结构,促进财力分布更加协调,逐步

缩小人均财力差异.支持主城区完善城市功能;支持渝西地区

统筹城乡发展和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渝东北、渝

东南地区绿色发展和脱贫攻坚,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

(四)全市财政收支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２３６５亿元,

增长５％,其中,税收收入预计１６０２亿元,增长８５％.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地方政府债务收入等１７７０亿元后,收入总

计４１３５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３９６５亿元,加上

上解中央支出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０亿元后,支出总

计４１３５亿元.

２０１８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４１３５ 总　　计 ４１３５

一、本级收入 ２３６５ 一、本级支出 ３９６５

　　税收 １６０２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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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非税 ７６３ 　　上解中央 ２４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７７０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４６

　　中央补助 １３７５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９３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１４６

　　调入资金 １５６

　　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１７５０
亿元,加上中央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收入及地方政府债务收

入７４亿元后,收入总计１８２４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安排１６８６亿元,加上调出资金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３８亿元后,支出总计１８２４亿元.

２０１８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１８２４ 总　　计 １８２４

一、本级收入 １７５０ 一、本级支出 １６８６

二、转移性收入 ７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３８

　　中央补助 ４５ 　　调出资金 １０９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２９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２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７５亿元,加上中央补助４亿元,收入总计７９亿元.全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４９亿元,加上调出资金３０亿元

后,支出总计７９亿元.

—６２—



２０１８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７９ 总　　计 ７９

一、本级收入 ７５ 一、本级支出 ４９

二、转移性收入 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３０

　　中央补助 ４ 　　调出资金 ３０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１６６６亿元,增长 ３１％.其中:基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１１３６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４９３亿元,失业保险基

金收入１８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１９亿元.全市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１６３４亿元,增长８４％.其中: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１１７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４７９亿

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１８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２０亿

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预计 ３２ 亿元后,支出总计 １６６６

亿元.

(五)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草案

２０１８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２４９５ 总　　计 ２４９５

一、本级收入 ８５３ 一、本级支出 １０９８

　　税收 ５４６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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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非税 ３０７ 　　上解中央 ２４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６４２ 　　补助区县 １２２７

　　中央补助 １３７５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４４

　　区县上解 ５１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１０２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４６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１４６

　　调入资金 ２４

　　１收入项目预算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８５３亿元,增长３５％,

其中:税收收入预计５４６亿元,增长８５％;非税收入３０７

亿元,下降４４％.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１３７５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４６亿元、调入资金２４

亿元、区县上解收入５１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１４６亿元

后,收入总计２４９５亿元.

２支出项目预算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１０９８亿元,加上市对区

县转移支付１２２７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２４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还本支出４４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１０２亿元后,

支出总计２４９５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８７亿元.

———市本级公共安全支出安排８８亿元,补助区县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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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市本 级 教 育 支 出 安 排 １０５ 亿 元,补 助 区 县 １０７
亿元.

———市本级科学技术支出安排１７亿元,补助区县３
亿元.

———市本级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１４亿元,补助区

县２亿元.

———市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３３３亿元,补助区

县８９亿元.

———市本级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安排４２亿元,补

助区县１４５亿元.

———市本级节能环保支出安排２６亿元,补助区县５
亿元.

———市本级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１２１亿元,补助区县２３
亿元.

———市本级农林水支出安排２４亿元,补助区县１７７
亿元.

———市本级交通运输支出安排９５亿元,补助区县９０
亿元.

———市本级工业商业金融等支出安排４１亿元,补助区

县１８亿元.

———市本级国土海洋气象支出安排２０亿元,补助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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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亿元.

———市本级住房保障支出安排２４亿元,补助区县２３

亿元.

———其他支出安排１６亿元.

———预备费安排１８亿元.

———市对区县转移支付预算１２２７亿元,其中:财力补

助５３０亿元,上述重点支出政策补助６９７亿元.在预算执行

中,随着中央转移支付的陆续下达,市对区县转移支付预算

还会有所增加.

(六)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２０１８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９５５ 总　　计 ９５５

一、本级收入 ８８１ 一、本级支出 ５２６

二、转移性收入 ７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４２９

　　中央补助 ４５ 　　补助区县 ３８５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２９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２９

　　调出资金 １５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８８１亿元,主要包括土

地出让收入８５０亿元.加上中央补助４５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２９亿元后,收入总计９５５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５２６亿元,加上补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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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３８５亿元、调出资金１５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２９
亿元后,支出总计９５５亿元.

(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２０１８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３９ 总　　计 ３９

一、本级收入 ３５ 一、本级支出 ３０

二、转移性收入 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９

　　中央补助 ４ 　　调出资金 ９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３５亿元,加上中央

补助４亿元,收入总计３９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３０亿元,加上调出

资金９亿元,支出总计３９亿元.

各位代表! 适应新时代、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全

市财政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下,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落实在各项财政工作当中,凝心聚力抓好市委五

届三次全会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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