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文 件 (五 十 四 )

关于重庆市２０１８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修改稿)

重庆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重庆市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财政工作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市财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到

“四个扎实”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紧扣 “六稳”工作任务,全力保障 “三大攻

坚战”和 “八项行动计划”推进落实,扎实做好稳增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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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较好地服务了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落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落实落地,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着眼于为企业

和个人减负、为实体经济降成本,落实中央出台的各项减税

政策,全年新增减税１８０亿元.采取普遍性降费措施,停征

行政事业性收费３项,降低政府性基金收费２项,取消主城

区路桥通行费.通过资源整合、加快债券发行等方式,落实

资金约２３３０亿元,加大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持城市

路桥隧道、公路、铁路、机场、轨道、水利等重大项目实

施.落实资金９２亿元,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落实创新主体

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政策,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支持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汽车、电子稳产增效,稳步推进煤炭去产能

相关工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运用奖补、贴费、转贷

等政策,撬动信贷融资约２００亿元.争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支持,为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授信１００亿元.

第二,政府债务管控更加有力.严守债务风险管控底

线,切实做到债务总量心中有数、化解风险手中有策、债务

监管肩上有责.组织全面摸底核查,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实

施风险预警,约谈高风险区县,不断完善管控机制.督促落

实债务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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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切实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将

到期政府债券本息纳入年初预算安排,保障及时足额偿还.

全年发行政府债券１０１４亿元,其中:新增债券６９７亿元,

置换债券３１７亿元.优化债务结构,全面完成存量政府债务

置换目标任务.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截

至２０１８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４６９０６亿元,政府债务率

约６７％,政府债务管理规范有序、风险总体可控.

第三,民生支出得到重点保障.优先保障基本民生资金

需求,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全年财政民生支出３５８０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的８０％左右.在幼有所育方面,扩

大公办园等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

儿资助制度.在学有所教方面,对贫困学生等特定对象,落

实免学费、教科书费等资助政策,支持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薄弱学校改造、教师队伍建设和校园安保建设.在劳有所得

方面,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精准帮扶重点对象就

业创业.在病有所医方面,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标

准从５０元提高到５５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

每人每年４５０元提高到４９０元.在老有所养方面,提高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将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年龄下限由

７０岁调整为６５岁.在住有所居方面,推进公租房、廉租房

建设和周边环境整治.在弱有所扶方面,城乡低保人员保障

标准分别提高到月均５４６元、４１０元,落实高龄失能特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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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每人每月２００元的护理补贴.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安排专

项扶贫资金５２亿元,足额落实１８个深度贫困乡镇每年市级

新增补助３６亿元政策,支持贫困区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１３８亿元,对扶贫资金实施全流程动态监管.

第四,财政改革稳步推进.积极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对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就业服务、养老保

险、医疗保障、卫生计生、生活救助、住房保障等８个领域

的１８项基本公共服务,逐一划分理顺两级财政支出责任.

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流域上下游区县协同实施

水污染处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深化投融资体制改

革,支持组建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构建资金、资产、资

源整合统管的运作机制.推进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

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市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动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改革,出台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明

确改革目标和路径.

第五,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制

定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出台市级预算管理办法

和市级基本支出、项目支出、重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

资金绩效、审计结果与预算挂钩的机制,基本构建起覆盖预

算编制、执行、调整、监督、公开的制度框架体系.启动市

级重点专项绩效运行监控.强化扶贫资金监管,推进扶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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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过程追踪问效.改进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修订科技

创新券、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等基金管理办法,更好

发挥科研项目资金效益.推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实现

全面运行,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实现全覆盖.加强机构改

革期间财政经费保障和规范管理.

(二)服务代表委员情况

一是坚持依法科学理财.严格落实预算法、 «重庆市预

算审查监督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

准的 «关于重庆市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第七次会议

批准的调整预算等相关依据,财政收支预算均得到严格执

行.与此同时,在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形成过程中,市人大专

门委员会提前介入预算审查,并邀请专家代表参与公开评

审,一起 “开门办预算”,促进预算编制更为扎实可行.

二是抓好建议、提案办理.始终坚持把办好人大代表建

议、政协委员提案作为科学理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２０１８
年,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共３２３件,其中:大会建议３１６
件,闭会建议７件;承办市政协委员提案共２９８件,其中:

大会提案２９６件,闭会提案２件.各项建议、提案均得到扎

实办理,做到了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有力推动了财政

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完善服务机制.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定监督和政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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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监督,积极健全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联系机制,完善 «建

议办理工作的基本程序与方法»,关注 «人大信息»反映的

涉及财政工作的情况、问题与建议,认真组织调研、整改和

回复,全年向代表发送 «财政工作信息»８期.在预算报告

形成前,专题征询部分人大代表意见,对收到的１１５条意见

建议均已认真吸纳.

各位代表,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８年,是全市财政系统攻坚

克难、砥砺前行的一年.面对 “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

整”中的各种困难挑战,全市财政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坚持高质量发

展不动摇,保持定力,把握机遇,努力克服 “减收增支”的

压力, “三大攻坚战”和 “八项行动计划”得到全力保障,

财政经济保持良性互动,财政改革管理取得扎实成效.

二、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５２２３ 总　　计 ５２２３

一、本级收入 ２２６６ 一、本级支出 ４５４１

税收 １６０３ 二、转移性支出 ６８２

非税 ６６３ 上解中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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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９５７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２１０

中央补助 １８０７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２０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９４ 结转下年 ２２８

调入资金 ４６６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３５８

上年结转 ２３２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２６６亿元,增长０６％.

其中,税收收入１６０３亿元,增长８６％;非税收入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２９２％,较２０１７年下降５３个百分

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加上中央补助１８０７亿元、地方

政府债务收入３５８亿元,以及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

结转、调入资金等７９２亿元后,收入总计５２２３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５４１亿元,增长４７％.

加上上解中央２４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２１０亿元,

以及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等４４８亿元后,支出

总计５２２３亿元.

２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３７０８ 总　　计 ３７０８

一、本级收入 ２３１６ 一、本级支出 ２６７７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３９２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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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中央补助 ６４ 调出资金 ３８９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６７０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０９

上年结转 ６５８ 结转下年 ５３３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３１６亿元,增长２９％.

加上中央补助６４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６７０亿元,以及

上年结转６５８亿元后,收入总计３７０８亿元.

———全 市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２６７７ 亿 元, 增 长

２２７％.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１０９亿元,以及调出资

金和结转下年等９２２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７０８亿元.

３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１８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１２０ 总　　计 １２０

一、本级收入 １０５ 一、本级支出 ５２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５ 二、转移性支出 ６８

中央补助 ５ 调出资金 ５９

上年结转 １０ 结转下年 ９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０５亿元.加上中央补

助５亿元、上年结转１０亿元后,收入总计１２０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５２亿元.加上调出资

金５９亿元、结转下年９亿元后,支出总计１２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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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 市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１８９８ 亿 元,增 长

１７％,从资金来源看,财政补助５３０亿元,占比为２８％.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２９８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５５９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２０亿元,工伤保险基

金收入２１亿元.

———全 市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１６６１ 亿 元,增 长

１０１％.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１５４亿元,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４７２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１５亿元,工

伤保险基金支出２０亿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２３７亿元后,

支出总计１８９８亿元.历年滚存结余１６９７亿元,基金运行平

稳有序.

(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

１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３４３０ 总　　计 ３４３０

一、本级收入 ８５９ 一、本级支出 １３２９

税收 ５４７ 二、转移性支出 ２１０１

非税 ３１２ 上解中央 ２４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５７１ 补助区县 １５０３

中央补助 １８０７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４４

—９—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区县上解 １５７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３３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１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３０６

调入资金 １０７ 结转下年 ９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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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９亿元,增长４２％,完成

预算的１０５９％.其中,税收收入５４７亿元,增长８７％;

非税收入３１２亿元,下降３％.加上中央补助１８０７亿元、地

方政府债务收入３５８亿元、区县上解１５７亿元、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５１元、上年结转９１亿元、调入资金１０７亿元

后,收入总计３４３０亿元.

(２)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３２９亿元,增长７４％,完

成预算的９３６％.加上补助区县１５０３亿元、上解中央２４亿

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３０６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

出４４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３亿元、结转下年９１
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４３０亿元.

２０１８年市本级预备费预算１８亿元,实际支出３８亿

元,剩余１４２亿元.预备费剩余资金加上一般公共预算超

收收入、政府性基金结转超当年收入３０％的部分、零结转

收回部门预算资金等,全部依法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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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底调节基金余额１９５亿元,２０１９年初动用５８亿元平

衡预算,余额１３７亿元将严格按照预算法和财政部 «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用于兑现跨年度据实结

算事项和弥补２０１９年及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

市级主要支出政策落实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方面支出合计６８亿元.基本全部为

市本级支出,增长９９％,完成预算的８７１％.主要用于:

保障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群团组织运转及履

职,促进立法、监察监督及参政议政能力建设.

———公共安全方面支出合计１１２亿元.其中,市本级公

共安全支出１００亿元,增长１１８％,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另

专项补助区县１２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安、检察、法院、

司法等单位依法履职,支持科技强警,打造智慧警务、智慧

检务、智慧法院、智慧司法,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政法部门执法办案、应急处置、基础装备等经费需

求.加大上划后区县法检财政保障力度,提高区域间支出保

障水平的均衡性.

———教育方面支出合计２３７亿元.其中,市本级教育支

出１１１亿元,增长１０２％,完成预算的９１８％;另专项补

助区县１２６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全市各级各类９８００余所

学校和幼儿园基本运行.近７０所市级公办高校和职业学校

由市级全额保障.支持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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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校 “双一流”建设.支持区县用于扩大公办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落实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高中办学条件改善、高水平优质中高职院校建设、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等项目.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４００余万人

次,落实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和贫困区县农村幼儿营养餐计

划等政策.支持教师综合素质提升和职业能力培养.

———科学技术方面支出合计３３亿元.其中,市本级科

学技术支出３０亿元,增长２４９％,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另

专项补助区县３亿元.主要用于:支持集成电路、工业互联

网等核心技术与基础前沿研究,推动科技创投、产业共性关

键技术创新,积极促进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提升.落

实２３００余户企业研发准备金等项目资助政策,落实７０余所

科研机构绩效奖补、科研项目资助等政策,支持６０余所高

等院校开展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

———文体传媒方面支出合计１８亿元.其中,市本级文

化体 育 与 传 媒 支 出 １３ 亿 元,下 降 ９６％,完 成 预 算 的

８６８％;另专项补助区县５亿元.主要用于:深入推进基本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保障全市４１个图书馆、４０个文化馆、

８个美术馆、８１９个乡镇文化站、２０２个社区 (街道)文化

中心以及３１个博物馆纪念馆、６９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支持全市６９处革命文物、抗战遗址等重点文物保护.

支持文化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拓展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２１—



实施范围,继续实施送戏下乡、农村应急广播工程等文化惠

民工程,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创新文化和体

育产业资金扶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支出合计５５７亿元.其中,市

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４２７亿元,增长１２９％,完成预

算的９３４％;另专项补助区县１３０亿元.主要用于:坚持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就业能力,支持企业稳定就

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建立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待遇标准从每人每月９５元调整到１１５元.落实城乡低保、

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

联动机制.支持做好离退休干部、军转干部、优抚安置工

作.支持做好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支出合计２１３亿元.其中,市本级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４９亿元,增长２９５％,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另专项补助区县１６４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市级１６
家公立医院政府投入责任,重点支持 “智慧医院”建设和基

本建设.继续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减少的合理收入给

予补贴,加强公立医院设备采购成本管控.支持基层卫生体

系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支持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推动分级诊疗.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艾滋

病、结核病、精神病等疾病预防控制.支持构建以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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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社会救助为托底、扶贫济困基金和商业保险为补充

的困难群众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减轻困难群众负担.支持完

善计划生育经费保障机制,将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

由原来的每人每月４００元、５００元提高到５６０元、７００元.

支持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保障群众饮食用药

安全.

———节能环保方面支出合计９８亿元.其中,市本级节

能环保支出３６亿元,增长３３％,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另专

项补助区县６２亿元.主要用于:落实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实施 “五大环保行动”,治理水、

大气、土壤、噪音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加快城市污水处理

提标和设施升级改造.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支持区县

开展 “四山”综合整治.推进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

革,对区县流域水环境保护修复协同共治进行奖补.成功入

围国家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地质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建设”以及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试点和示范城

市.进一步推进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

———农林水方面支出合计２６３亿元.其中,市本级农林

水支出４３亿元,增长８４％,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另专项补

助区县２２０亿元.主要用于:重点支持１１个区县分层分类

开展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工作,支持打造国家和市级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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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园区,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进一步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支持推进农业保

险提标扩面.支持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

林,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支持渝西水资源配置

工程等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大力推

进河长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工作.

———交通方面支出合计２４８亿元.其中,市本级交通运

输支出１２９亿元,下降２２８％,完成预算的９２８％,下降

原因主要是:二级公路取消收费中央补助资金减少４０亿元,

以及加大对区县转移支付力度,相关支出在区县列报;另专

项补助区县１１９亿元.主要用于:建成沙坪坝、西站两个铁

路综合枢纽,继续推进郑万铁路、涪怀二线、枢纽东环线等

重点项目建设,支持开展渝湘高铁、渝昆高铁等项目前期工

作,打造我市铁路综合交通网.推进第四个 “１０００公里”

高速公路建设,增加高速公路出省通道.支持万州、黔江、

武隆、巫山 “四小”机场建设,推进 T３B航站楼和第四跑

道前期工作.推动果园港、珞璜港、龙头港、新田港等四大

枢纽港建设升级.补助区县 “四好农村路”,完善农村公路

微循环.支持区县国省干线公路建设,畅通市域交通网络.

支持中欧班列 (重庆)、 “渝黔桂新”铁海联运班列等稳健

开行.

———城乡建设方面支出合计２２６亿元.其中,市本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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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支出２１４亿元,增长１０１％,完成预算的９２６％;

另专项补助区县１２亿元.主要用于:加快推进四号线、五

号线、九号线、十号线和环线等城市轨道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１９７６亿元,通车里程３１３公里,居中西部第一位.支持

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实施,启动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推进

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

化、智能化、人性化水平.加快推进快速路一纵线、蔡家大

桥、龙兴隧道等城市道路、桥梁和隧道建设.保障市政道路

照明、主城公厕等公共设施运营维护.对区县进行补助,完

善主城区次支路网、人行过街设施、公共停车场建设,改善

路网结构和交通微循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继续支持海绵

管廊试点建设,优化和完善城市功能.

———产业发展方面支出合计７７亿元,上述金额为资源

勘探信息、商业服务业、金融、粮油物资储备四个支出科目

之和,其中,市本级产业发展支出３７亿元,增长２１％,完

成预算的８２４％;另专项补助区县４０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大数据智能产业发展和智能化应用,促

进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和协同发展.支持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降

本增效,支持中小微企业提质发展,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支

持举办智博会、西洽会、中新金融峰会.支持金融互联互

通.推动稳外贸、稳外资、稳外经,加快培育新消费.保障

电力电煤供应,保障粮食、成品油、猪肉等政策储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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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需.

———国土海洋气象等方面支出合计４２亿元.其中,市

本级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７亿元,增长１１９％,完成预算

的８５３％;另专项补助区县２５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国

土、气象、测绘等支出.支持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地质灾

害防治综合体系建设.

———住房保障方面支出合计６５亿元.其中,市本级住

房保障支出２５亿元,下降１４６％,完成预算的１００％;另

专项补助区县４０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公租房平稳有序运

行,支持廉租房配套设施建设及环境整治,支持区县城中

村、棚户区及农村危房改造,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２０１８年市对区县转移支付共计１５０３亿元,占区县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４６８％.其中:各项支出政策专项补助区

县共９８４亿元,另安排市对区县财力补助５１９亿元.财力补

助主要用于支持区县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提高区

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市对区县转移支付分区域看:主城区３３７亿元,主要用

于按分税制实行的税收返还等体制补助１１４亿元;支持两江

新区及各开发区加快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和城市提升等１２１
亿元;按政策由市级承担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

生类补助１０２亿元.渝西片区４６１亿元,主要用于提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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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增强人口承载和集聚能力等财力性补助

１２７亿元;推动完善交通运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促进

城市互联互通等建设发展类补助１６０亿元;按政策由市级承

担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类补助１７４亿元.渝

东北片区和渝东南片区７０５亿元,主要用于加大对困难地区

各类财力性补助２１９亿元;支持推动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

专项补助１１９亿元;按政策由市级承担的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等民生类补助３６７亿元.

２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２４１３ 总　　计 ２４１３

一、本级收入 １２０９ 一、本级支出 ９６３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２０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４５０

中央补助 ６４ 补助区县 ６９５

区县上解 ５８ 调出资金 ７６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６７０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３８８

上年结转 ４１２ 结转下年 ２９１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

的收支预算,是一般公共预算的重要补充,也是政府债务管

理、专项债券发行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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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２０９亿元,下降１８８％,

完成预算的１０３１％.加上中央补助６４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６７０亿元、上年结转４１２亿元、区县上解５８亿元后,

收入总计２４１３亿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１１０８亿元,下降２２％.

(２)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９６３亿元,增长１１２％,

完成预算的８３％.加上补助区县６９５亿元、地方政府债务

转贷支出３８８亿元、结转下年２９１亿元、调出资金７６亿元

后,支出总计２４１３亿元.

从项目看,上述支出９６３亿元主要用于:

———市本级城市建设及农林水项目支出８１２亿元.其

中:支出４１０亿元,用于土地整治和拆迁补偿投入;支出

１２３亿元,支持加快推进四号线、五号线、九号线、十号线

和环线等城市轨道建设;支出７６亿元,支持加快推进快速

路一纵线、蔡家大桥、龙兴隧道等城市道路、桥梁和隧道建

设;支出６４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建设;支出２７
亿元,用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支出４１亿元,支持园区

建设、地质灾害防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峡库区生态环

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等项目;支出７１亿元,用于建设偿债.

———市本级交通建设项目支出１２２亿元.其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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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亿元,支持郑万铁路、涪怀二线、枢纽东环线等轨道项

目以及重庆西站和沙坪坝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支出１０

亿元,加强机场建设,增加航空通道,完善港口功能,支持

水运建设,构建综合交通体系;支出１０亿元,用于高速公

路建设.

３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６６ 总　　计 ６６

一、本级收入 ５７ 一、本级支出 ２７

二、转移性收入 ９ 二、转移性支出 ３９

中央补助 ５ 调出资金 ３２

上年结转 ４ 补助区县 ６

结转下年 １

　　 (１)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５７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６２２％,超收主要是增加产权转让收入２２亿元.加上中央

补助５亿元、上年结转４亿元,收入总计６６亿元.

———利润收入３５亿元,主要是市属重点企业按规定上

缴的利润.

———其他收入２２亿元,主要是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２)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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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７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５５％.加上调出资金３２亿元、补助区县６亿元和结转下

年１亿元后,支出总计６６亿元.

各位代表,２０１８年,全市财政系统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强化担当,创新思路,积极

作为,理财视野得到拓展,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财政运行总

体平稳.但是,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还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汽车、电子等支

柱产业和重点税源贡献下降,需要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支

出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部分项目支出进度较慢,导致财政

资金闲置浪费,绩效不高,重资金分配、轻项目管理的问题

仍然存在;部分区县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压力

较大,还存在脱离实际、超出自身财力过高承诺的现象,财

政可持续性有待提升;一些区县债务规模较大、风险较高,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任务艰巨.对此,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

进一步统筹谋划、改革创新、加强管理,努力加以解决.

三、２０１９年工作安排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之年.２０１９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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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到 “四个

扎实”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认真落实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继续打好 “三大攻

坚战”和实施 “八项行动计划”,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进一步做好 “六稳”工作.

落实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

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

强政府债务管理,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积极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２０１９年预算编制将遵循以下要求:

一是收入预算要实事求是.财政收入预测要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充分考虑落实更大规模的减税

降费政策、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影响.二是支出预算要统筹

兼顾、调整结构、保障重点.加强统筹整合力度,用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要坚持 “过紧

日子”的思想,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要

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是增强财政可持续

性.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工作举措,充分考虑市、区县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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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和平衡情况,强化对困难地区的帮助,保障财政平稳运

行.四是提高财政资金的绩效.强化绩效理念,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逐步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加强评价结果应用.

(一)２０１９年重点工作.全市财政系统将紧密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加力提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更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出财政政策的更大效

用.一是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为企业和

个人减轻负担,以税费的 “减”推动经济的 “增”,真正做

到服务经济、涵养税源.二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坚持有保有压,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将一般性支

出压减５％以上,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继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切实提高资金效益.三是加大

政府投资力度.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统筹各类资金和

政策,加快推进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

第二,集中力量,打赢打好 “三大攻坚战”.在巩固已

有成果的基础上,整合资源,聚焦重点,支持打好 “三大攻

坚战”.一是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坚决遏制

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债务存量,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举债

融资行为.探索建立与风险管理相适应的资金周转制度,深

入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防止出现 “处置风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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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财政投入保障,支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针对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切实增强

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全面加强

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监管.推动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衔接.三是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工作和投入力

度,巩固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的积极进展.深入实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全面落

实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

第三,加强保障,坚决兜住 “三保”底线.高度关注财

政运行的可持续性,在落实好各项民生政策的基础上,坚决

兜住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一是建立财政

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全面评估区县财力,综合考虑运行情

况、增长态势、支出需求等因素,实事求是评价承受能力,

并将其作为以后年度出台支出政策、分配转移支付和债券额

度的重要依据.二是建立支出政策监控机制.在尽力而为的

同时,更加注重量力而行,推动实施民生支出政策备案制

度,着力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避免陷

入民生福利陷阱.三是健全 “三保”托底机制.对应中央明

确的 “三保”范围,足额打实年初预算,对存在困难的区

县,通过加大县级基本财力奖补力度等措施予以托底.动态

跟踪区县 “三保”状况,建立对财政困难区县 “三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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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审核机制和预算执行的约束机制,确保不发生拖欠基

本民生资金等问题.

第四,深化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对标对表中央和

市委要求,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效

能.一是系统推进财政改革.跟进中央改革,制定出台市与

区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分领域方案.建立转移支付

市级资金整合机制,增强困难区县的资金统筹和保障能力.

履行地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逐步理顺管理体制.完

善财政对开发区的体制政策.二是切实加强财政管理.建立

目标管理、运行监控等绩效管理制度,积极推动绩效管理扩

围提质.建立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坚持问题

导向,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三是主动接受各方监督.积

极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各项工

作,全力配合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聚焦专项巡视、大督

查、跟踪审计等检查发现的问题,坚决落实整改,进一步严

肃财经纪律.增强预算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２０１９年主要支出政策

１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增加投入,通过压缩行政经费

保障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持续增加.综合运用风险补偿、后补

助、政府投资基金引导等手段,引导企业机构加大科技投

入,提升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切实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科

技供给.强化统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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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等行动计划,健全需求为导向、企

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扶持政策体系,支持打造创新链和

产业链,促进智能产业、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加速发展.注

重绩效,加强政策宣传、优化支持方式,抓好集成电路、工

业互联网、企业技术改造等政策的落地执行,推动新能源和

智能网联汽车、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

领域有新进展.

２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落实资金和政策,稳定工

业发展基本面,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制造业重点领域,打造平

台载体、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深度融合.增强民营经济活力,落实减税降费、 “支持

实体经济企业１８条”等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负

担.设立民营企业纾困基金,缓解企业融资难题.积极争取

国家投资基金和产业专项资金支持.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融

资增信、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抓住

国家补短板政策机遇,重点推动一批高铁、城市轨道、高速

公路、水利、航空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支持实施高铁

建设五年行动方案,加快渝湘高铁、渝昆高铁等高铁项目建

设,构建 “米”字型高铁网络.按照 “中心加密、两槽加

速、两翼联通、外围辐射”思路,加快城市轨道二期、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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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进度,完善轨道交通网络.推动奉建、大内、渝遂

扩能等高速公路建设,增加高速公路出省通道.加快路桥隧

道建设,提高城市通行能力,助力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实施.

继续补助区县国省干线公路、 “四好农村路”建设,保障脱

贫攻坚战顺利推进.积极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

完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大力支持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渝西高铁、城开高速、渝湘高速扩

能、巫山机场、武隆机场等项目.

４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方面.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

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市级专项扶贫资金稳中有增.加

大深度贫困乡镇专项补助,支持１８个深度贫困乡镇定点包

干脱贫.进一步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长效机制,引导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发

展.支持全市分层分类开展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工作.进一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打造１０个一二三产业综

合产值达千亿元的产业集群,支持柑橘、榨菜、柠檬、生态

渔、草食牲畜、中药材、茶叶等特色高效产业发展,支持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支持农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

５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财力保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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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 “五大环保行动”,解决水、土、大气、农村面源

污染等突出问题.推行市级环保专项 “以奖促治”,激励区

县落实环保属地责任,补齐污水管网等环保基础设施短板.

支持环境监测和应急能力建设.支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工程,实施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支持构建创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循环

高效利用.实施公共节能工程,支持发展绿色出行、绿色建

筑和绿色产品.支持林业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实施新一轮

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支持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和国有

林场基础设施建设.

６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稳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巩固完善城乡统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支持提升普

通高中办学水平.支持发展职业教育,促进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出台激励研发投入

政策,支持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 “双一流”建设,教

育投入更多向教师倾斜,落实教师待遇,强化师生安全保

障.增加就业补助资金,调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结构,加大

企业帮扶力度.落实普惠性就业创业政策,支持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合理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巩固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成果,切实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适当提高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标准,强化卫生健康服务.继续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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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健全可持续筹资机

制.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加强困难群众、建档立卡

贫困户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支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继续支持媒体融合发展,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向社会免

费开放、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改善城乡公共

文化体育基础条件.完善优抚安置制度体系,维护退役军人

合法权益.支持残疾人、红十字事业发展.继续支持棚户

区、农村危旧房改造,推进公租房、廉租房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

７区域扶持方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对主城

区、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和渝东南片区有针对性地实施差

异化的财税扶持,增强区域发展特色.支持主城区和渝西片

区一体化发展,加大重点开发区域、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重

点建设投资领域财政投入,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增强产业配

套能力.加大对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基本运转、基本民

生、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财政投入,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市级资金的统筹,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保障能力.

上述支出政策中,涉及预算草案批准前必须安排的人

员、基本运转等支出,按照 «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已

作相应安排.

四、２０１９年收支预算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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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收支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２３３３亿

元,增长３％左右,其中,税收收入预计１７１５亿元,增长

７％左右.税收预期主要是考虑到中央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

将增速从２０１８年的８６％下调至７％,并保持与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的总体衔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提

前下达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等２２４２亿元后,收入总计４５７５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安排４３７２亿元,加上上解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

出２０３亿元后,支出总计４５７５亿元.

２０１９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４５７５ 总　　计 ４５７５

一、本级收入 ２３３３ 一、本级支出 ４３７２

税收 １７１５ 二、转移性支出 ２０３

非税 ６１８ 上解中央 ３８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２４２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６５

中央补助 １４６９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２５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２６９

调入资金 ３７９

　　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１５５０亿元,加上中央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收入４９亿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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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债务收入５１４亿元后,收入总计２１１３亿元.全市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１６２０亿元,加上调出资金及地方政

府债务还本支出４９３亿元后,支出总计２１１３亿元.

２０１９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２１１３ 总　　计 ２１１３

一、本级收入 １５５０ 一、本级支出 １６２０

二、转移性收入 ５６３ 二、转移性支出 ４９３

中央补助 ４９ 调出资金 ３１６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５１４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７７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

计１１９亿元,加上中央补助１亿元,收入总计１２０亿元.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５９亿元,加上调出资金６１亿

元后,支出总计１２０亿元.

２０１９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１２０ 总　　计 １２０

一、本级收入 １１９ 一、本级支出 ５９

二、转移性收入 １ 二、转移性支出 ６１

中央补助 １ 调出资金 ６１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

计１８９９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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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１２９４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５６４亿元,失业保

险基金收入１９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２２亿元.全市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１７９２亿元,增长７６％.其中: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２２４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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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亿元后,支出总计１８９９亿元.

(二)市级收支预算草案

１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草案

２０１９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２７５５ 总　　计 ２７５５

一、本级收入 ８０１ 一、本级支出 １２２８

税收 ５８３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５２７

非税 ２１８ 上解中央 ３８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９５４ 补助区县 １２２０

中央补助 １４６９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８０

区县上解 ５２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１８９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８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２６９

调入资金 １０６

　　 (１)收入项目预算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８０１亿元,同口径增长

４８％左右 (自然增长－６７％),同口径因素为城市建设配

—２３—



套费转列至基金预算反映.其中:税收收入预计５８３亿元,

增长６５％左右.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

１４６９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８亿元、调入资金１０６
亿元、区县上解５２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２６９亿元后,

收入总计２７５５亿元.

(２)支出项目预算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１２２８亿元,加上市对区

县转移支付１２２０亿元、上解中央３８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

本支出８０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１８９亿元后,支出

总计２７５５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１０６亿元.

———市本级公共安全支出安排９９亿元,补助区县６亿元.

———市本级教育支出安排１０９亿元,补助区县８４亿元.

———市本级科学技术支出安排２２亿元.

———市本级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１６亿元,补

助区县２亿元.

———市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３７６亿元,补助区

县１０９亿元.

———市本级卫生健康支出安排３６亿元,补助区县１５６
亿元.

———市本级节能环保支出安排２８亿元,补助区县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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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市本级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７１亿元,补助区县６

亿元.

———市本级农林水支出安排１９亿元,补助区县１４８

亿元.

———市本级交通运输支出安排１９２亿元,补助区县９０

亿元.

———市本级产业发展等支出安排３３亿元,补助区县２３

亿元.

———市本级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安排１６亿元,补

助区县７亿元.

———市本级住房保障支出安排４０亿元,补助区县１８

亿元.

———其他支出安排１４亿元.

———预备费安排２１亿元.

———市对区县财力补助５６０亿元.

２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２０１９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１５８３ 总　　计 １５８３

一、本级收入 １０２０ 一、本级支出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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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二、转移性收入 ５６３ 二、转移性支出 ８３１

中央补助 ４９ 补助区县 ４００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５１４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３２８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３７

调出资金 ６６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１０２０亿元,主要包括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９００亿元.加上中央补助４９亿

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５１４亿元后,收入总计１５８３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７５２亿元,加上补助区

县４００亿元、调出资金６６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３７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３２８亿元后,支出总计１５８３

亿元.

在上述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中,包含新增政

府债券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１５０亿元,主要为:土地储备

４０亿元、轨道４０亿元、 “四好农村路”２５亿元、国省干线

公路２５亿元、铁路２０亿元.

３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２０１９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７３ 总　　计 ７３

一、本级收入 ７２ 一、本级支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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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二、转移性收入 １ 二、转移性支出 ４１

中央补助 １ 调出资金 ４１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７２亿元,加上中央

补助１亿元后,收入总计７３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３２亿元,加上调出

资金４１亿元后,支出总计７３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今年中央可能进一步减税降费,以上预

算草案中,相关支出可能进一步压缩调整.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全市财政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

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沉心静气,勇于担当,开拓进

取,不断推动财政改革和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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