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四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十五次会议文件（九） 
 

关于达州市 2017 年财政决算和 
2018 年 1—6 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 年 8 月 16 日在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达州市财政局局长  王洪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达州市2017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现在，2017年财政

决算已编制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和

市人大常委会安排，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报告2017年财政决算和2018年1—6月预算执行情

况，请予审议。 

一、2017年全市及市级财政决算情况 

2017 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

全市各级认真落实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狠抓

增收节支各项工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市财政运行

总体平稳。 

（一）2017年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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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 

2017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07,078万元，为预

算的104.27%，增长10%。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24,830万元，为

预算的105.54%，增长15.04%；非税收入完成382,248万元，为预

算的102.58%，增长3.76%。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税

部门组织370,475万元，增长6.89%；国税部门组织188,016万元，

增长29.87%；财政部门组织348,587万元，增长4.6%。 

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3,891,551万元，为预

算的99.24%，增长8.38%。 

按现行财政体制和有关政策办理市与省的财政结算后，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是：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907,078万元，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上年结转、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3,779,995万元，收入总量为4,687,073

万元。收入总量减去当年支出、上解支出、偿还地方一般债务等

支出4,641,021万元，全市结存资金46,052万元。结存资金按规定

清理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428万元，因项目跨年实

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29,624万元。2017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904,909万元，加上上级补助、上

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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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23,541万元。收入总量减去当年实际支出1,077,130万元，扣

除上解上级支出、债券还本和调出资金138,812万元，全市滚存

结余资金7,599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281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13,424万元，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14,705万元。全市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2,076万元，调出资金372万元。收入总

量减去实际支出、调出资金后，结余2,257万元，按规定全部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 

4．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及结余情况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642,511万元，为预算的103.1%；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支出610,642万元，为预算的97.8%。全年

收支结余31,86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398,838万元。 

（二）2017年市级财政决算情况 

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 

2017年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96,857万元，为预

算的104.94%，增长10.7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34,057万元，

为预算的110.57%，增长20.52%；非税收入完成62,800万元，为

预算的94.64%，下降5.68%。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税

部门组织97,041万元，增长9.24%；国税部门组织49,408万元，增

长49.72%；财政部门组织50,408万元，下降9.95%。 

2017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4,767万元，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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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0%，增长15.22%。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96,857万元，加上上级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上年结转、上解收入等

1,363,334万元，收入总量为1,560,191万元。收入总量减去当年实

际支出、上解上级、补助下级、偿还地方一般债务、转贷各区地

方政府一般债券等支出1,537,951万元，市级结存资金22,240万

元。结存资金按规定清理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150

万元，因项目跨年实施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12,090万

元。2017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实现了收支平衡。 

2017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5,000万元，主要

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置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并已列入

相关支出科目决算数。 

2017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资金12,090万元，主要包括：

公共安全支出13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等208万元；节能环保、农林水支出等841万元；资源勘探信息、

商业服务业、国土海洋气象支出等468万元；其他支出10,439万

元。 

2017年安排下达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131,737万元，主要用

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三农”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自主创新

和产业结构调整、节能环保与生态环境改善以及扶贫开发等项目。 

2017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2,6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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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预算减少957万元。主要是各部门厉行节约，加强因公出

国（境）和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减少了相关支出。 

2．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 

当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258,146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

上年结余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后，可供安排的收入总

量为 327,067 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实际支出 286,303 万元，扣

除上解上级支出、调出资金、转贷各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支出

36,454 万元后，年终滚存结余 4,310 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 

3．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0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8,741万

元，上年无结转收入，可供安排的收入总量为9,247万元。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7,297万元，调出资金102万元，年终滚存

结余1,848万元，按规定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4．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及结余情况 

当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204,361万元，为预算的

107%；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94,539万元，为预算的

96.4%。全年市级结余资金9,822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58,801万元。 

以上2017年市级财政决算报告和市级决算（草案），请予以

审查批准。 

（三）市级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2017年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6,857万元，比市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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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收入预算超收9,265万元，按照法律规

定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四）部分重点支出执行情况 

2017年全市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等支出规模进一步扩大，

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农林水

事务支出686,690万元，增长14.53%；教育支出794,989万元，增

长9.3%；医疗卫生支出497,988万元，增长8.6%；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498,186万元，增长11.96%；科学技术支出16,289万元，增

长10.9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0,748万元，增长8.31%。 

（五）对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17年，对县（市、区）转移支付2,434,117万元，增长4.19%，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1,481,61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952,499万

元。主要用于“三农”投入、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补助支出。 

（六）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截止 2017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4,409,066 万元,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为4,212,830万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825,400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 824,180 万元，全市及市本级债务风险总体

可控。 

（七）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 

全市各级财政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严格按照市四届人大二
 - 6 - 



次会议有关决议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有效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重点领域资金保

障，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1．坚持依法履责，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坚持把主动接受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作为财政部门的自觉行动，积极配合市人

大开展预算法执法检查，积极配合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平台建设，

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明显提高。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

理工作，全年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16件，已办结16件，办结率

100%，得到了人大代表的充分肯定和认可，反馈满意率达100%。 

2．坚持开源挖潜，收入总量质量提升。始终把组织财政收

入、壮大财政实力作为工作重心，着力开源促产，致力挖潜增收。

2017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90亿元台阶，实现了收入

总量稳步提升；税收收入增幅超非税收入增幅11.28个百分点，

收入质量明显改善。同时，积极创新完善税收征管方式，打造综

合治税平台，2017年全市平台查补入库税款2.62亿元，监管效果

持续凸显。 

3．坚持服务发展，支出保障有序有力。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实现 389.2 亿元，增长 8.38%。在从严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基础上，积极向上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45.43 亿元，其中市本级

10.76 亿元，有力保障了机场迁建、环城路二期等重大项目资金

需求。加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筹集资金支持化解煤炭、

钢铁行业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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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优先保障，社会民生持续改善。深入推进“民生型”

财政建设，持续加大民生投入，集中财力解决社会保障、医疗等

民生问题。2017 年全市民生支出实现 275.87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比重达 70.89%。全市“九项民生工程”和 19 件民生实

事下达资金 89.84 亿元，为预算安排的 110.04%。全力推进教育

助学工程，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深入落实文化体制改革

财税政策和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及时拨付下达中央、省、

市资金 12.57 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5．坚持精准施策，三大攻坚保障有力。聚焦“三大攻坚”战，

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增加总量，确保资金保障有力有效。

2017 年全市筹集下达 22 个专项扶贫资金 59.65 亿元，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8.36 亿元，撬动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25.54 亿元，发放扶持救助资金 2.69 亿元，促进贫困人口持续稳

定增收。聚焦“系统性债务风险防范”，将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

理，加强风险防控。同时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置换债券资金 73.51

亿元，其中市本级 15.52 亿元，有效化解政府存量债务；落实绿

色发展理念，支持集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6．坚持重点攻坚，财政改革不断深化。坚持把改革创新放

在突出位置，现代财政体制逐步构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积极

引入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花钱必问效”的意识逐渐形成。加快

推进税制改革，全力做好环境保护税征收和水资源税试点准备工

作。全面推行“乡镇财政资金绩效分配法”，乡镇财政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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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清理盘活存量资金，2017 年

市本级清理盘活存量资金 1.07 亿元，用于公交改革等民生领域，

财政资金效益进一步发挥。 

二、2018年1至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至6月，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65,110万元，为

年初预算的57.78%，增长8.3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344,579

万元，增长25.41%，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60.98%；非税收入完成220,531万元，下降10.67%。 

1至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378,604万元，增长

13.16%。从支出分类情况看：教育支出621,839万元，增长19.87%；

科学技术支出7,217万元，增长15.3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1,939万元，增长8.92%；节能环保支出40,341万元，增长8.77%；

城乡社区支出120,498万元，增长48.8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485,791万元，增长33.44%。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由于国有土地收入执行进度加快，1至6月全市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完成329,450万元，增长57.20%，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完成352,321万元，增长31.30%。 

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因全市国有企业2017年财务决算审核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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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配会议将于8月底基本完成，故1至6月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无收入。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524万元。 

4．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至6月，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累计收入408,198万元，完成全

年预算的60.4%；社会保险基金累计支出200,330万元，完成全年

预算的31.5%；收支结余207,868万元，6月末滚存结余606,705万

元。 

（二）市级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至6月，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6,354万元，为

年初预算的59.46%，增长16.6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91,833

万元，增长26.72%，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2.68%；非税收入完成34,521万元，下降3.8%。 

1至6月，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60,117万元，增长

12.12%。从支出分类情况看：教育支出25,427万元，增长12.59%；

科学技术支出1,188万元，增长25.8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771万元，增长2.09%；节能环保支出1,805万元，增长8.41%；

城乡社区支出25,002万元，增长3.95%；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

出212,352万元，增长29.70%。 

2．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由于国有土地收入执行进度加快，1至6月市级政府性基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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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入完成116,623万元，增长482.85%；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完成103,560万元，增长370.26%，主要是因为政府投资项目保

障力度增大。 

3．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因市级国有企业2017年财务决算审核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

业分配会议将于8月底基本完成，故1至6月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无收入。因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524万元。 

4．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至6月市级社会保险基金累计收入344,113万元，完成全年

预算的61.9%；社会保险基金累计支出152,463万元，完成全年预

算的28.2%；收支结余191,650万元，6月末滚存结余406,505万元。 

以上2018年1至6月全市和市级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

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今年以来，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四届五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市人代会议精神，自觉服从和服务

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成效明显，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主动对标“东出北

上综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主动
 - 11 - 



作为、勇于担当，奋力推动财政工作再上新台阶。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一是抓收入稳增长，着力提升持续生财能力。全力组织财政

收入，加大税收征管力度，针对性挖潜增收，着力培植骨干财源

税源。二是抓支出转方式，着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创新运用拨

改贷、拨改贴、拨改担、补要素等财政支持方式，进一步完善财

政金融互动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三是抓民生补短板，着力

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大力开展“民生改善实效年”活动，继续支持

实施全市九项民生工程、18 件民生实事，确保全市民生支出占

比稳定在 70%左右。四是抓改革求增效，着力提升科学理财能力。

坚持把改革创新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

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五是抓债务严管理，着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认真贯彻落实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举债

担保和变相举债行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的

底线。 

 

附件：2017 年达州市财政决算及 2018 年 1—6 月预算执行

情况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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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８年 8 月 15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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