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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 2020年 1月 12日 在吉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

受省政府委托,现将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预算

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请省政协各位委员提

出意见。

一、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 ,全省各地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和省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风险挑

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任务繁重,各级财政部门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得到不折不扣贯彻

落实,重点和民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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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 1116,86亿 元,为调整

预算的 100.4%,比上年下降 10%(剔 除减税降费政策和一次性

收入等不可比因素影响,同 口径增长 2.1%)。 地方级财政收入加

上一般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和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339⒎ 46亿元,收入总计 4514.32亿元。其

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1116.86亿元,占 24.7%;中 央转移支付收

入 229⒉ 54亿元,占 50.8%;一 般债务收入 382.33亿 元,占 8.5%。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3933.42亿 元,为 调整预算的 93,2%,

比上年增长 3.8%;加上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等 580.9亿元,支 出总计 4514.32亿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 3933.42亿 元,占 87.1%;债 务还

本支出 116.93亿元,占 2.6%;结转下年支出286.56亿 元,占

6.3%。 全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 299.71亿 元,为调整预

算的 103.3%,比上年下降 19,l%;加 上一般债务收入、中央转

移支付收入、市县上解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和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等 2950,06亿元,收入总计 3249.77亿 元。省级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支出769.06亿 元,为 调整预算的 98%,比 上年增长

13.8%:加 上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结转下年支出等 2480,71亿 元,支 出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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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9.77亿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 769.06亿 元,占

23.7%;债 务还本支出 75.24亿元,占 2.3%;省 对市县转移支付

支出 2066.12亿 元,占 63.6%。 省级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省级预算安排预备费 8亿元,执行中动用 1.23亿元,主要

用于自然灾害救助、对口支援、高等职业院校奖助学金扩面提

标等支出。省级预备费结余 6.77亿元,加上超收收入 9.5亿元 ,

以及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 32.95亿元,共计 49.22亿元,

均按预算法规定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末省级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余额在9.25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665.25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 137.3%,

比上年增长 19.2%,主 要是部分中心城市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大幅

增长的拉动;加上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收入、中央转移支

付收入和调入资金等 513.68亿 元,收入总计 1178.93亿元。基

金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93.29亿元,占 89.2%。

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951,47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4.5%,比上

年增长 26%;加 上调出资金 5⒉ 91亿元,基金总支出 100⒋ 38

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7⒋ 55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0.51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2.7%,比

上年下降62%,主要是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转为经营性收费影响 ;

加上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收入等

398.02亿元,收入总计 418.53亿 元。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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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6.7%,比上年下降 59.2%;加上对市县转

移支付支出和调出资金等 382.94亿 元,基金总支出 416,46亿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07亿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7.76亿元,为预算的 840.3%,比

上年增长 2.4倍 ,主要是长春市转让国有股权一次性收入较多;

加上上年结余收入 0.76亿元,减去中央财政清算收回去产能转

移支付资金 1.06亿元,收入总计 17.45亿元
°
。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支出0.74亿元,为 预算的 33%,比 上年下降 69.2%;加上

调出资金 16.23亿 元,国有资本经营总支出 16,96亿 元。收支

相抵,年终结余 0.49亿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84亿元,为预算的 124.1%,比上

年下降 1.2%;加上上年结余收入 0.5亿元,减去中央财政清算

收回去产能转移支付资金 1,06亿元,收入总计 1.27亿元
’
。省

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36亿元,为 预算的 23.8%,比 上年下降

77.9%:加 上调出资金 0.45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总支出0.81亿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0.46亿元。

4.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1813.21亿元,为 预算的 73%,

比上年增长 20,3%,完 成预算比例较低,主要是机关事业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单位参保缴费工作和退休人员纳入社保发放尚未全

部启动;加 上滚存结余收入 1065,24亿 元,收入总计 2878△5

Φ、②数掘囚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讠|与

分项数不等的情况,为确保数据真实性,未

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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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计 1825.52亿 元,为 预算的

71.7%,比 上年增长 41.8%。 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1052,93

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末滚存结余 404,73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468.8亿元,为 预算的 137.8%,

比上年增长在6.2%;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143,78亿元,收入总计

61⒉ 58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计 357.91亿 元,为 预算

的 109,7%,比 上年增长 18.2%。 收支相抵,年末滚存结余 254,67

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末滚存结余 198,81

亿元。

(二 )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中央财政下达我省转移支付 2292,5在 亿元
Φ,比上年增长

7.9%。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129.33亿 元,占 92.9%;专项转

移支付 163.2亿元,占 7.1%。

省财政下达市县转移支付 2066,12亿 元
°
,比上年增长⒋6%。

其中:税收返还 80.08亿 元,与 上年持平;转移支付 1986.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 1751.59亿元 ,

占88.2%;专 项转移支付 234.46亿元,占 11,8%。

(三 )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 4822.7亿 元 (其 中,一般债

务限额 3193.78亿 元,专项债务限额 1628.92亿元),当 年新增

债务限额 652亿元 (其 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272亿元,新增

0、 ⑧数据因四合五人的原因.存在总计与

分项数不等的i0况 ,为确保数据大实性,*

作1s甘 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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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限额 380亿元),比上年增加 167亿元。新增债券资金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截止 2019年底,全省政

府债务余额 4344.83亿元 (其 中,一般债务 2902△3亿元,专

项债务 1442,4亿元),债务余额比核定限额低 47⒎ 87亿元,严

格控制在国家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我省综合债务率、一般

债务率和专项债务率三项指标均有效管控在国家规定的风险警

戒线以内。

(四 )重点支出与重大项 目情况。

1.大力支持脱贫攻坚。省财政筹措拨付专项扶贫资金 2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安排深度贫困补助资金 2.5亿元,重

点支持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支持贫困县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46.6亿元,用 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落实中央第八巡视组、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

问题整改要求,加大对非贫困县和非贫因村支持力度,督促市

县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实际支出进度。通过安排专项

扶贫资金、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等渠道,加大保障力度,圆 满完

成
“
两不愁三保障

”
硬任务。完善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全

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强化扶贫资金
“
最后一公里

”

监管。

2,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全省筹措拨付各项生态环保资金

14⒎ 97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 一是全力支持水污染治理。

省财政筹措拨付 25.17亿元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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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马河流域劣五类断面个数明显减少,东辽河主要污染物浓度

大幅下降,查干湖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二是扎实推进长白山区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省财政筹措拨付 15亿元,支

持 14个市县实施森林保护修复、矿山环境治理等工程,长 白山

区域和松花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三是支持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省财政筹措拨付 63.18亿元,支持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建设,森林资源得到巩固和恢复。四是严格落实水环

境区域补偿政策,对超标断面市县收取补偿资金,奖补连续两

年饮用水源地达标的市州。五是支持实施电能清洁取暖和秸秆

还田保护性耕作,有效遏制秸秆露天焚烧污染。

3.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一是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

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负担。我省率先按照 50%的 国家授权上限,减

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六税两费

”,落实落细增值税降率、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以及降低企业

社会保险费率、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

相关政策,全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322亿元。二是支持重点

产业发展,巩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省级财政筹措拨付专

项资金 5.84亿元,推动汽车自主品牌建设和发展,支持开展智

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等示范项目,推

动转型升级,促进重点产业加快发展。三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

培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省财政筹措拨付 12.48亿 元,支

持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医药健康产业技术升级、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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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果转化、开展科技风险投资等。四是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

经济发展,增强市场主体的新活力。省财政筹措拨付专项资金

3,5亿元,专 项用于融资担保机构业务奖补、助保金池、创业及

技能人才培训、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等。进一步发挥股权投

资引导基金引领和撬动作用,参股子基金数量达到 33个 ,支持

范围覆盖农业、科技、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在省减负办

的统一调度下,助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拖欠清理,完成年

度目标。五是支持内外商贸流通发展,拓宽经济增长的新渠道。

省财政筹措拨付 6.58亿元,重点支持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消

费升级、口岸建设、服务贸易、对外合作等内外贸关键领域、

薄弱环节和新兴业态。

4.兜 牢社会民生底线。全省各级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

达到 3155.7亿 元,占全部支出的 80.2%,连续 13年将新增财力

的 70%以 上用于民生。一是落实民生实事资金。省财政筹措拨付

188.34亿元,支持省政府年初承诺的各项民生实事一一兑现。

二是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政策落实。筹措拨付各类就业创业补助

资金 33.5亿 元,全省 44万人次享受到各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三是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筹措拨付各类养老保险补助

资金 368.9亿元,确保了各类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四是全力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筹措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50,6亿元,保障了全省 97.5万城乡低保对象,以及特困供养、

孤儿及流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五是支持深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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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卫生体制改革。筹措拨付 127.3亿 元,城 乡居民医保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由上年的每人每年 490元提高到 520元 ,支持重点

传染病防控监测预警,深入推进重点公共卫生项目开展。六是

支持保障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优抚对象等人员相关政策落实。

七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筹措拨付教育相关专项资金 164.21亿

元,支持学前教育加快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健

康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特色发展、高等教育
“
双高双特

”
建设 ,

落实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各项资助政策。八是支持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筹措拨付 26.63亿元,支掎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扶持优秀文艺作品创作,支持

改善基层体育设施条件,促进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九是各级财

政积极筹措资金,全力支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5,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省财政筹措拨付 370.8亿

元,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有

力支持。其中,筹措拨付 14.5亿元,支持敦白铁路等铁路项目

建设;筹措拨付 138亿元,支持全省交通运输建设发展,集安

至通化、吉林至龙嘉机场改扩建等 4个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 ,

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284公 里;筹措拨付 2.4亿元,支持长

白山机场扩建工程;筹措拨付 20.4亿元,支持推进中部城市引

松供水二期、松原灌区、西部地区河湖连通、花敖泡蓄水调蓄

等重大水利项目;筹措拨付 30亿元,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推动乡村振兴;筹措拨付 5亿元,支持数字吉林信息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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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生态移民试点等省级重点项目;筹措拨

付 39.15亿元,支持我省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和长春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支持完成存量危房改造

任务。

(五 )落实人大决议情况。

1.深入贯彻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

拓展改革各项举措。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全省各级政

府和各预算部门进一步增强接受人大审查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积极为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督创造

条件。省财政出台具体实施方案,部署各地各部门着力提升支

出预算和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严禁擅自出台重点领域支出

挂钩政策;着 力强化支出预算的约束力和时效性,严格部门预

算追加程序,逾期未分解下达资金一律收回总预算:着力改进

预算编报的全面性和规范性,健 全完善部门预算制度体系;着

力完善服务人大审查监督的工作机制,及 时报告当年预算执行

情况、下年度预算编制情况和预算草案初步方案,认真听取有

关意见建议并及时改进。

2,努力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省各级政府牢固树立
“
过

紧日子
”
思想,一般性支出年初预算安排比上年压减 5%以上 ,

保障对重点支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加大对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重 点支出增幅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

长水平。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清理整合为 30项 ,项 目数比整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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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59.5%,除科技创新等个别专项外,对其他专项统一压减

20%。 建立县级
“三保

”
预算安排事前审核和备案审查制度,强

化市县库款监测,提前调度转移支付资金,提高市县财政库款

保障水平,加强对重点市县工资发放情况调度,建立风险防范

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对困难市县的财力补助,提高基层财政

保障能力,确保兜住
“三保

”
底线。

3.全 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

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府债务,举借的债务全部

纳入预算管理。积极筹措资金,努力化解政府债务,全年偿还

债务本息 213.84亿 元,有效维护地方政府信誉。定期开展全省

债务风险评估,对高风险市县进行预警和提示。全面加强政府

隐性债务风险防控,制 定出台防范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实

施意见。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加大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

为的问责力度。积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超额完成全年化债任

务。建立全省隐性债务风险等级评定制度,定期对市县进行通

报。强化督导考核机制,将化债情况纳入对市 (州 )政府绩效

管理考评和县域经济振兴发展考评,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底线。

4,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积极推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研 究出台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

科技和交通等重点领域改革方案,合理确定省与市县共同财政

事权分担比例,减轻因难地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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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重点领域保障能力,提高保障水平,指导市县开展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强支出项目库管理,严格规范项目

支出预算编制,进一步优化项目设置,按照
“
先评审后入库

”

的原则,加强项目支出预算评审。制定出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实施意见,推动我省预算管理进入全面讲求绩效的新阶段。

健全完善绩效指标体系,制 定一级项目绩效指标 1320个 。对脱

贫攻坚和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实施绩

效监控,确保项目绩效目标按时保质实现。公开绩效信息并上

报省人大,主动接受监督审查。加强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推动保值增值◇

(六 )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2019年 ,受 国际国内复杂局面影响,我省财政运行困难不

断加剧,新老问题交织,财政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主

要表现在 :

1.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我省经济运行持续承受较大压力 ,

叠加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全省地方级财政收入大幅

下降。同时,我省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产

业转型升级,补齐民生短板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增加,收

支矛盾持续加剧。部分市县
“三保

”
保障压力加大,财政库款

紧张,有潜在的支付风险。

2,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近年来,各级政府债务风险不

断积聚,部分市县被国家风险提示或预警。由于各级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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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日益固化,可调控财力逐年减少,加之政府债务进入还本

付息高峰期,一 些市县对到期的债务本息难以足额按时偿还 ,

给财政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3.预 算绩效改革需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有待

进一步健全完善,现有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未能覆盖全部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结合不够紧密。部分预算单位

绩效理念不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推进不均衡。

对上述矛盾和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努

力加以解决。

二、2020年预算草案

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
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

编制好 2020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作意义重大。

(一 )2020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及省委十一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
“四

个意识
”,坚 定

“四个自信
”,做到

“
两个维护

”
。按照中央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实施
“三

个五”
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中东西

“三大板块
”
和

“一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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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
产业空间布局建设,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巩 固减税降费成效。认真贯彻
“
以收

定支
”
原则,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坚持政府

“
过紧日

子
”,从严控制压缩一般性支出,保障重点领域投入。支持打赢

三大攻坚战,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兜住兜牢民

生底线。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范举债融资行为,防范化

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现代

财政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科学预测。收入预

算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加强

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衔接。

二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决落实
“
过紧日子

”
要求,大力

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勤俭办一切事业。三是坚持以收

定支、量力而行。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财

力可能科学核定支出预算,切 实做到有保有压,打破支出固化

格局。四是严格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预算管理,根据国家提前下

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将债务收支编入年初预算。五是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推动预算编制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机结合,将

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改进管理挂钩,不断提

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 )2020年收支预算安排。按照上述预算编制的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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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基本原则,2020年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

伺

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如下 :

1.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预期 1061亿元,比上年

下降 5%,主要是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翘尾等因素影响;加上

政府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2781,62亿 元,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总计 3842.62亿 元。按照收

支平衡的原则,全省财政支出安排 3429,65亿 元,比上年支出

基数增长 1.2%;加 上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和上解中央支出 412.97

亿元,支出总计 3842.62亿 元。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预期 280.23亿 元,比上

年下降 6,5%;加上政府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市县上

解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2603,92亿 元,可供安排支

出的收入总计 2884.15亿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省级财政

支出安排 640.49亿元,比上年支出基数下降 6.2%;加上对市县

转移支付支出 1652,78亿元,政府债务还本及转贷支出 571,91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 18.97亿元,省级支出总计 2884.15亿 元。

省级财政支出预算 640.49亿元中,按资金来源划分,省级自有

财力占73%,中 央转移支付占27%;按支出功能划分,基本支出

占27,4%,项 目支出占72.6%;按支出方向划分,民 生支出占

82.1%,公共安全等保稳定支出占 12,4%,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占

4.5%,安排预备费占 1,1%。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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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 府性基金预算。

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 698.52亿 元,比上年增长 5%;加

上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等 318.36

亿元,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总计 1016,88亿元。按照以收定支

的原则,全省基金支出安排 725亿元,比上年支出基数增长 8%;

加上调出资金等 291.88亿 元,支 出总计 1016.88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 20.71亿元,比上年增长 1%;加

上上年结余收入、专项债务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等 135.19

亿元,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总计 155.9亿 元。按照以收定支的

原则,省 级基金支出安排 1⒍ 61亿元,比上年下降 50.5%,主 要

是中央提前下达专项债限额比上年减少较多;加上对市县转移

支付支出 18.03亿元、转贷市县专项债券 119.96亿元、调出资

金 1.3亿元,支 出总计 155.9亿元。

3.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期 3.86亿元,比上年下降 78.3%,

主要是上年长春市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基数较大:加 上上年结余

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47.1亿元,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总计

50,96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安排 48.77亿元,比上年增

长 65.1倍 ,主要是中央补助我省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46.61亿

元;加上调出资金 2.19亿元,支 出总计 50.96亿 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期 3.33亿元,比上年增长 81.1%;

加上上年结余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47.07亿元,可供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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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收入总计 50.4亿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省级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安排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倍 ;加上对市县转

移支付支出和调出资金等 48.63亿元,支 出总计 50.4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期 3593.88亿 元,比上年增长

98.2%,主 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财政部要求调整

编报口径,将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纳入基金收支统计范围,按可比口径增长 9,5%;

加上滚存结余收入 1052.93亿元,收入总计 4646,81亿元。全

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625.79亿 元,比上年增长 98.6%,按可比

口径增长 11%;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021.02亿元。其中,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325,99亿 元,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滚存结余 352.23亿 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期 468,8亿元,与上年持平,按

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 1.8倍 ,主要是 2020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实现省级统收统支,中 央财政补助收入列在省级。省

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补助和下级上解收入、滚存结余

收入 1433,75亿元,收入总计 1902.55亿 元。省级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208,43亿元,比上年下降41.8%,按 可比口径增长 24.4%;

加上补助下级和上解上级支出 12镉.38亿元,收支相抵,滚存

结余 447.74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381.8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38,18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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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 央财政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分配情况。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新增

债务限额 201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 187亿元,新增

专项债务限额 1在 亿元。按照限额分配管理办法,坚持风险防控、

“
资金跟着项目走

”
的原则,将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全部

转贷给市县,重 点支持国家和省确定的重大项目,优先选择成

熟度高、前期准备充分的高质量项目,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拉动

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

(三 )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中央提前下达我省转移支付补助 1914,72亿 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1883.69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31.03亿元。安排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165⒉ 78亿 元 ,其 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1595.14亿元,包括: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43,28亿元,税

收返还及固定补助 289.44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235亿元,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98.5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57.64

亿元。

(四 )2020年财政收支主要政策及重点项目安排。

1.加 强财政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 一步减

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严格落实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的

相关规定,坚决不征收
“
过头税

”
、违规揽税、虚增收入,不下

达收入指标,不对财政收入增幅、税收收入占比等指标进行考

核排名。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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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统筹衔接,将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统筹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比例,加大盘活变现政府存量资产力度,及 时清理收回各项财

政结转结余资金。

2,坚持政府
“
过紧日子

”
。各级政府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

俭办事、厉行节约的思想,严把支出关,大力压减部门支出和

“三公
”
经费,严禁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省直部门继续

带头加强支出管理,非 刚性、非重点、非急需项目支出平均压

减 20%,办公费、邮电费、一般会议费等公用经费定额压减 10%,

设备更新、日常维修 (护 )经费定额压减 5%,“ 三公
”
经费压缩

3,5%。 各级财政加大财政拨款与部门事业收入等其他资金的统

筹力度,将预算执行、预算评审、审计查出问题等情况与预算

安排挂钩,对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适 当调减或不再安排

预算。

3.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贯彻落实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

筹措安排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3亿元,比上年增长 5.1%,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持续推进贫

困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深入实施产业、就业、教育、健康、

安全饮水、社会保障等扶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因人口精准帮扶 ,

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支持打好蓝天、碧水、青山、黑

土地、草原湿地保卫战。筹措安排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资金 13

亿元,支持完成辽河、饮马河、查干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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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认真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支持中西部农田防护林

网修复。完成长白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强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严控高风险市县新增政府

债务限额,加强对高风险市县的提示和预警。多渠道筹措资金 ,

及时偿还债务本息,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

4,支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筹措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3亿元 ,

着力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筹措安排省级专项

资金 2.4亿元,支持汽车产业加快发展、省属煤炭企业转型升

级,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筹措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1

亿元,支持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推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筹措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5.55亿元,支持文旅、体育、健康养老

等产业发展,推进服务业攻坚和外经贸发展。筹措安排省级专

项资金 2.22亿元,支持地方金融体系建设和农村金融发展,完

善担保机构风险补偿和降费奖补机制。争取中央转移支付 46.6

亿元,支持推进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

5.支持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筹措安排省级专项资

金 7.74亿元,支持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重大科

技专项、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小巨人企业和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

支持公益性科研机构稳定发展,提升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能力。

发挥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等政府基金引导和带动作用,撬动资本

市场投入。落实创新普惠性政策,促进提升全省科技研发投入

(R&D)。 支持加强全省科学技术普及、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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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领域研究。

6,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筹措安排省级资金 28,5亿元 ,

大力支持
“
厕所革命

”
整村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
百村

引领、千村示范
”
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美

丽乡村提档升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扶持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支持实施生猪引种补贴政策,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无害化处理,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大力实施保护性耕作 ,

支持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

夯实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基础。支持壮大人参、梅花鹿等特色

产业,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适度规

模经营。筹措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3亿元,支持开展中小河流治

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筹

措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7亿元,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支

持市县开展地方特色农业保险试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

7,支持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改善民生。筹措安排省级资金

29,82亿元,支持实施学前教育三期行动计划和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计划,加快发展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继续推

进高校
“
双高双特

”
建设,落实覆盖各类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

支持实施
“
健康生活 ·悦动吉林

”
和文化惠民工程,改善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条件。积极推动市州滑冰馆建设和冰雪体育运动

加快发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年人均 520

‘̄

`】
ˉ

∠ lˉ



元提高到 550元 。落实国家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政策,建

立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加大社会救助资源统筹力度。落实退役军人安置

政策。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重点因难群体就业。

支持推进高质量平安吉林建设,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8,加 大重点项目建设投入。筹措安排资金 199亿元,支持

公路、水利设施、重点民生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其中,筹措

安排资金 97.5亿元,支持交通事业发展;筹措安排资金 12.3

亿元,支持西部地区河湖连通、松原灌区配套、界河整治、大

型灌区续建、重要支流治理、长兴水利枢纽工程、查干湖水生

态修复与治理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筹措安排资金 26.8亿

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9.兜 实兜牢市县
“三保

”
底线。调整优化省对市县转移支

付结构,加大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增强基层政府和财政困

难地区托底能力,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严格

落实市县政府保障责任,坚持把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放在预算安排的优先位置,同 时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 ,

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增强因难基层政府
“三保

”
能力。

三、扎实做好 2020年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2020年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较

多,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我们将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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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部署,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
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

目标,统筹兼顾,突 出重点,精准发力,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

项工作。

(一 )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

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聚焦支持制造业、服务业

等实体经济,努力为市场主体减负担、强信心,为 经济发展增

活力、添动能。加强财政政策资金引导,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

增强发展动能,引 导资金投向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

短板等领域。聚焦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加

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资金使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充分

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拉动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

(二 )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切实做好增收节支工作,在开

源节流上下功夫,依法依规加强收入征管,精打细算,量入为

出,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优先
“三保

”
支出顺序 ,

确保财政平稳运行。严禁各类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加强政

府隐性债务监测,发挥预测预警机制作用,强化违规举债责任

追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强化政府投

资基金、涉企财政资金、民生资金监督管理,推动财税政策有

效落实,严肃财经纪律。充分利用现有运作平台,优化国有资

本布局结构,切 实提高资本配置和监管效率。

(三 )扎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结合国家顶层设计,加快

推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应急救援等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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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推进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进程,落实增

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做好部分品目消费税收入下划地方后省与

市县划分工作。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预算标准体系。强

化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开质量。加快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推进现代

财政制度体系建设。

(四 )积极主动接受预算审查监督。坚持依法行政、依法

理财,自 觉接受人大、政协、审计监督。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不断完善财政支出政策。全面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

算决算的决议,严格贯彻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向支出预算和

政策拓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通报工作落实和进展情况 ,

增强落实效果。

各位代表,2020年 ,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依法监督和省政协大力支

持下,我们将严格按照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 ,

勇于担当,锐 意进取,不断提升财政治理现代化水平,为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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