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文 件

关于沈阳市２０２０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邱立全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全市财政决算已经编制完成.受市政府委托,我

向本次常委会报告２０２０年全市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０年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２０年是 “十三五”收官之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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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依法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

实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为全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有效保障.总体来看,财政收支规模进

一步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保障能力逐步增强、管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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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稳步提升,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７３６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８％,比２０１９年 (下同)增长

０８％.其中:税收收入６０１１亿元,增长２５％;非税收入

１３５亿元,下降６１％.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７４１亿元,剔除企业养老保险

由省统筹因素后 (下同),增长２５％.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７３６１亿元,加上上级返还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４０８１亿元、

调入资金１０６１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９６４亿元、上年结

余 (含结转,下同)２８３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１４
亿元,收入总计１５３６４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７４１亿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８６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１６亿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３２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４１５亿

元,支出总计１５３６４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２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５８３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７５３％,增长１７１％,其中:土

地出让收入５５０亿元,增长１９％.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５３３９亿元,增长２４６％,其

中:城乡社区支出４７３３亿元,增长１９３％.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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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３亿元、上年结余８０３亿元、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９４４亿元、调入资金２３亿元,收入总计

７７３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５３３９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０３亿元、调出资金８４３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７７８亿

元、结转下年支出７６７亿元,支出总计７７３亿元,实现收支

平衡.

３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３亿元,下降８３１％,主要是上年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垫

高同期基数,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及上年结余１９亿元,收入总

计４９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２亿元,下降９４８％,

主要是按上级要求清算收回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以及上年一次性支出垫高同期基数等影响,加上调出资

金及结转下年支出３７亿元,支出总计４９亿元,实现收支

平衡.

４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全市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７８２２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７８０６亿元.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４７３１亿元 (含各级财政补助９９４亿

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４７８１亿元.

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省

级统一集中管理,实行 “收支两条线”全额缴拨,省级统收统

支,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由省兜底弥补.

上述全市收支决算数与向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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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基本一致.

(二)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７２ 亿 元,全 部 为 非 税 收 入,完 成 预 算 的 ９０％,下

降１５６％.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５５１亿元,增长７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７２亿元,加上上级返还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４０８１亿元、下

级上解收入３９２７亿元、调入资金４４８亿元、一般债务转贷

收入１９６４亿元、上年结余２６６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５０亿元,收入总计１１９０６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５５１
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８６亿元、市对下级返还性支出２８
亿元、市对下级转移支付支出２５５９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４２６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支出１３５６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５０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３７４亿元,支出总计１１９０６亿

元,实现收支平衡.

上级财政补助及使用情况:上级下达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

移支付补助３２５亿元,我市当年下达３２４２亿元,结转２０２１年

０８亿元,其中: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２９２亿元,当年下达

２９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２９５８亿元,当年下达２９５２
亿元.

上级下达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１３亿元,当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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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１２９８亿元,结转２０２１年００２亿元.

上级下达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补助０２亿元,

当年全部下达.此外,上级清算收回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

央财政补助３４亿元.

市本级对下转移支付情况:市本级对下一般公共预算转移

支付补助２５５９亿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补助９４３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１６１６亿元.

市本级对下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５７３亿元.

市本级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补助０５亿元.此

外,按上级要求清算收回下级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

补助１１亿元.

市本级结转资金使用情况:２０１９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结转下年２６６亿元,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中按结转用途下达使用

１９６亿元,上解上级支出０１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３５亿元,结转２０２１年３４亿元.

市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经市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２０２０年市本级预备费年初预算安排５亿

元,当年实际支出４亿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物

资保障、疫苗购置、隔离酒店及隔离点设置、第六人民医院改

扩建工程等疫情防控支出以及信访维稳等支出.

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２０１９年末市

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５０亿元,２０２０年全部用于安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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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预算.２０２０年末,将预备费结余１亿元、政府性基金结余

２３１亿元、专项资金结余及收回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等２５９亿

元,共计５０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市本级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市本级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大力压减 “三公”经费,同时受疫情等特殊因素影响,

各部门 “三公”经费支出１２４亿元,比预算少２９１亿元.其

中:公务接待费００３亿元,比预算少０２７亿元;因公出国

(境)经费０００１亿元,比预算少０３０９亿元;公务用车购置

费０２２亿元,比预算少０３３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０９９
亿元,比预算少２亿元.

２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２３２２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５４８％,增长２１５％,其

中:土地出让收入２２３１亿元,增长２３５％.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８１５亿元,增长３２７％,其

中:城乡社区支出１５４５亿元,增长２０２％.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２３２２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３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０９
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９４４亿元、上年结余７６２亿元、调

入资金０１亿元,收入总计４１６８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８１５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０３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５７３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２２６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５５８
亿元、调出资金３０５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６８８亿元,支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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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４１６８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３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０５亿元,下降６６２％,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下降

影响,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及上年结余１９亿元,收入总计２４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７亿元,下降７９７％,主要是

按上级要求清算收回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加上调出资金、补助下级支出及结转下年支出１７亿元,

支出总计２４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上述市本级收支决算数与向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

执行数基本一致.

(三)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债务余额情况.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１７７８３亿元,控制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１９９２２亿元内.

从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务９６４９亿元,专项债务８１３４亿元;

从政府级次看,市本级４８７３亿元,区县１２９１亿元.

２债券发行情况.２０２０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２９０８亿

元.从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券１９６４亿元,专项债券９４４亿

元;从债务分类看,再融资债券２４８７亿元,新增债券４２１
亿元 (新增一般债券２５５亿元、新增专项债券１６６亿元),

主要用于宝马新工厂配套基础设施、排水防涝二期及地铁建设

等重点项目.市政府已按照预算法要求,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批准了２０２０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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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债务还本付息情况.２０２０年,全市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３２３３亿元,其中:本金２５８３亿元,利息６５亿元.

４债务化解情况.２０２０年,省下达我市化解债务任务

２１６６亿元,全市实际化解债务２３１４亿元,完成省下达任务

的１０６８％.

５债务风险情况.从省财政厅最新通报的我市政府债务风

险评估和预警结果来看,我市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处于安全区域.

(四)中央直达资金情况

上级分配我市中央直达资金２８７２亿元,包括参照直达资

金管理的资金２４５２亿元,特殊转移支付２２２亿元,抗疫特

别国债１１５亿元以及正常转移支付８３亿元.其中:新增中

央直达资金４０３亿元,主要是新增特殊转移支付１７９亿元、

抗疫特别国债１１５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等民生类转

移支付６６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３６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奖补０７亿元.

上级分配我市中央新增直达资金４０３亿元中,市本级６８
亿元,主要用于省传染医疗救治中心建设、疫情防控、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退役军人安置等;各区县 (市)３３５亿元,全

部及时分配下达,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积极财政政策进

一步提质增效

２０２０年,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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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市委具体要求,按照市人大有关决议和批准预算,推动积

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有力维护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大局

稳定.

１支持疫情防控取得新成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把支持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来抓.出台

«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资金管理办法»,建立

疫情防控物资采购资金审批及支付 “绿色通道”,全市投入

１８３亿元,实现了患者医疗救治、抗疫物资采购、定点公立

医院运转、医疗及防控人员补助等领域资金全覆盖,为全市疫

情防控提供了坚实保障.

２促进动能转换取得新突破.筹集５７７亿元,推动制造

业、新兴产业等转型发展,宝马新工厂、中航发燃气轮机、东

软健康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重点产业基础能

力和产业链水平持续提升.投入５２亿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进辽宁实验室、沈

阳国家材料科学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主体和

创新平台加快建设.落实提振市场消费信心１４条政策,发放

居民消费券近亿元,扶持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顶住疫情压力实

现提质升级.投入２６亿元,支持开行中欧班列３５１列,增长

６３３％,开行列数居东北第一.

３推动重点改革迈出新步伐.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全年新增减税７０４亿元,减免社保等费用１２６２亿元,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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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投入１４亿元,落实中央下放企

业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厂办大集体改革、国有企业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等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统筹１３７亿元,新增国

有企业集团注册资本金,提升国有企业集团资产规模和融资能

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产业转型

升级和创业创新等重点领域,政府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５９
个,实缴资金规模达５６４亿元,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全国最具

潜力引导基金评选中,我市成功跻身十强.

４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全市投入１２８７亿元支持农

业农村发展.支持建成高标准农田７８７万亩,建设设施农业

面积突破２万亩, “米袋子”安全生产根基巩固筑牢, “菜篮

子”产品供给能力稳中有升.足额兑现粮食生产者、耕地地力

保护等惠农补贴,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保护.切实兜

牢 “两不愁三保障一安全”底线,产业扶贫、医疗扶贫、教育

扶贫、住房扶贫、社保扶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加快推进中心镇建设,对 “飞地经济”、乡镇招商引资等给予

奖补资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１３５个美丽示范

村通过省级验收,４７７公里一事一议村内道路新建完成,饮水

安全设施建设、危房改造等项目顺利实施,宜居宜业的乡村景

象逐步展现.

５助力城市品质迈上新台阶.市本级投入１６４４亿元,完

善城市功能,保障城市运行,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地铁１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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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投入运营,１号线东延线和６号线开工建设,浑南大道快速

路全线贯通,胜利大街快速路主线贯通,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

设工程有序推进.２０５万平方米 “暖房子”工程实施,６３个老

旧小区、２５０９套棚户区改造完成,排水防涝二期工程开工建

设,城市更新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到２８７天创历史新高,１７个省考以上水体断面全部

达标,新增造林面积３２５万亩、城区绿化８６平方公里,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部实现阶段性目标.

６保障民生福祉实现新提升.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达８１６％,政府承诺民生实事全部兑现,国家、

省有关民生支出各项考核全部达标.投入１８６亿元,着力保

障居民就业,稳定就业岗位１２３６万个,援企稳岗 “护航行

动”顺利开展.投入１９０１亿元,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等社保基金稳定运行,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实现１６连涨,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４４％和６３％.投入３９亿元,落实

高龄老人补贴、养老机构建设及运营补贴等政策,支持新建区

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１０５个,城乡养老服务逐步完善.支持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投

入５１６亿元,支持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

育等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保障教师工资、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校舍硬件设施提升、扶困助学等政策待遇足额兑现.投入１４４
亿元,推动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盛京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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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５A级景区等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公益电影、公益演出、篮

球普及、全民武术节等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体活动蓬勃

开展.

三、积极应对全年收支压力,财政管理效能持续提升

２０２０年,受宏观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减税降费等

多重因素影响,财政收入预算执行难度比往年加大;与此同

时,刚性支出需求仍不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为

此,市政府始终坚持依法科学理财,加大开源节流力度,不断

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统筹调度,财政管理效能持续提升,

有力保障了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具体要求以及市

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的有效落实.

１千方百计 “谋开源”.市、区两级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分析研判,依法依规征管,深挖增收潜力,努力攻坚克

难,最终实现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０８％的不易成绩.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税收规模及税收占比三项指标均位

列全省首位.积极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和存量资金,有效缓解了

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支出压力.紧紧抓住特殊时期中央

加大对地方资金支持力度的政策机遇期,认真梳理上级转移支

付项目清单,深入推进 “三争取”工作,全市共争取上级财政

专项补助资金２５９２亿元,增长５４％;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

券４２１亿元;争取中央新增直达资金４０３亿元,有力保障了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推进和基层财政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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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措并举 “抓节流”.坚持常态化过紧日子,大力压减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全市共压减４８２亿元,压减比例达到

５７９％,压减资金全部统筹用于 “三保”及省、市确定的重点

项目支出.严格落实 “三重一大”要求,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强化项目谋划与资金保障的统筹衔接,不安排脱离实际、超保

障能力的项目资金.强化预算执行刚性,坚持 “无预算,不支

出”.做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预决算审核,全年审核项目１１８８
项,涉及资金１７９９亿元,促进财政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在有

效保障各项重点支出的基础上,统筹资金５０亿元,安排市本

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下一年度预算收支平衡奠定良好

基础.

３多管齐下 “防风险”.坚持助基层、兜底线,市本级全

年共下达各区县 (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２５５９亿元,增

长７４％,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６１６亿元,占比６３１％,

较上年提高６３个百分点,进一步提升了基层财政履职运转保

障能力.加大对财政运行较困难的辽中区等四区县 (市)扶持

力度,全年下达各类补助资金１１８８亿元,增长１５５％,统筹

调度资金２１３亿元,切实帮助四区县 (市)化解 “三保”支

付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完善政府债务风险监

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全年化债２３１４亿元,三年累计

化债７４２亿元,超额完成省下达的三年６１７亿元的化债任务,

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水平处于安全区域.积极推动银政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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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各区县 (市)置换债务１０１４亿元,统筹下达土地 “三

金”４６４亿元,缓释债务偿还压力.切实维护政府信誉,两

年累计偿还拖欠工程款２１５４亿元,２０１８年底统计的无分歧欠

款全部清理偿还到位.

４常抓不懈 “强管理”.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不断推进

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科学合理划分科技、教

育等领域市与区县 (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快推进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市本级各预算部门全部利用新系统编制

２０２１年部门预算.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市、

区两级２２４０家执收单位的３２３５个执收网点全部启用电子管理

新平台.积极消化存量暂付款,两年累计消化１４５１亿元,超

额完成省下达消化任务,当年消化额、两年累计消化额及消化

进度三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评

价结果作为编制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严格执行人大、审

计、财政联席会商制度,积极配合市纪委监委开展财政资金管

理 “两个体系”建设.深入开展 “万人进万企”“营商下午茶”

等活动,依法公开财政预决算,全年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各项议案、建议和提案１１３件,见面率、答复率和应满意率均

为１００％.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

２０２０年,我市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同时,也存在一

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市财力规模与支出需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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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省、市确定的部分重大项目资金保障压力仍较大,个

别区县 (市)财政运行仍比较困难,个别部门项目预算编制仍

需细化、项目预算执行进度仍需加快,部分区县 (市)和部门

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水平仍需提高等.下一步,市政府将认真

贯彻落实市人大和审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升财政管理

水平,为全市 “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贡

献财政力量.

１努力增收节支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坚持依法依规组织

收入,应收尽收、量质并重,积极做大财政收入规模.加大涵

养税源力度,为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支撑.千方百计争

取上级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支持,努力缓解财政收

支矛盾.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约

束,加快预算执行.

２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推动沈阳高质量发展.围

绕推动沈阳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努力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的总目标,聚焦建设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支持建

设 “一枢纽、四中心”,推动做好三篇大文章,大力发展 “五

型经济”,推进打造数字沈阳、智造强市,提升城市 “四个品

质”.支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继续

推动解决拖欠企业工程款等问题.支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深

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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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３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支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全力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求.支持推进城市 “一网统管”,

加快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继续深

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取得进展.提高教

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领域支出效率,推动各项社

会事业加快发展.支持办好 “１０＋１６＋５０”件民生实事.

４有效防范财政领域风险.继续运用好市对区县 (市)

转移支付政策手段,帮助困难地区筑牢 “三保”保障底线.按

照年度债券发行计划,做好再融资债券发行工作.管好用好地

方政府债券资金,推动全市 “两新一重”领域项目建设.统筹

各类资金,稳步推进债务化解,确保按期完成化债任务.坚决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严禁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

子.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向人大报告债务相关制度规定,依法接

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监督.

５持续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提升我市财政预算管理水

平.落实好激励区县 (市)发展的财政体制,谋划好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预算

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加强直达资金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持

续优化项目库建设,提高项目资金执行效率,尽早形成实物资

产.切实履行好会计行业管理职责,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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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行为的监督指导.继续做好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

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政府投资工程预决算审核等各项工作.

做好财政预决算等各类信息公开,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６打造作风过硬财政干部队伍.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确保取得成效.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不断加强政治能力建

设.配合市纪委监委深入推进 “两个体系”建设.在抓落实上

下真功夫,大力弘扬 “案不积卷、事不过夜”工作作风,推动

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扎实推进财政干部队伍建设,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财政干部队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财政工作任务仍十分繁重,在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市人大的依法监督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各项

决议,为推动沈阳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努

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奋力拼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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