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文件

关于沈阳市２０１９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卢　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２０１９年全市财政决

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９年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１９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全市财政工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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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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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及市十

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思想,落实 “六稳”工作要求,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在此基础上,财政管理取得新成效,财政改革取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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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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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０３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４７％,比２０１８年 (下同)增长

１３％.其中:税收收入５８６５亿元,增长１５％;非税收入

１４３８亿元,增长０８％.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７６亿元,增长８５％.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７６亿元,与年初向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比较,减少０６亿元,主要原因

是:一是康平县、法库县和沈北新区按照地方政府债券管理要

求,将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反映的资金０３亿元,调整到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中反映,相应调减支出０３亿元.二是部分地

区根据财政决 (结)算结果及财力变化情况,相应调减支出

０３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７３０３亿元,加上上级财政返还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３８０２
亿元、调入资金８３１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９６１亿元、上

年结转收入６１５亿元、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３８５亿元,

总收入合计１３８９６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７６亿元,加

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１８４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６８３亿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１４亿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专项支

出２８３亿元,总支出合计为１３８９６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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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９７９
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６３４％,增长２１８％.其中:土地出让收

入４６２２亿元,增长２２２％.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２８４亿元,增长２０４％.其中:城

乡社区支出３９６７亿元,增长２２６％.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２８４亿元,与年初向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比较,增加１５亿元,主要原因是:和

平区根据财政决 (结)算结果,增列土地成本支出.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９７９亿

元,加上上级财政补助收入１８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４２１亿

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６４６亿元、调入资金０３亿元,总收

入合计７０６６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２８４亿元,加上上解上

级财政支出０３亿元、调出资金６７１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１３０５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８０３亿元,总支出合计７０６６亿

元,实现收支平衡.

３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全市各类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７９７亿元;各类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１０８０１亿元.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４８１４亿元 (含各级财政补助

１３１６亿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２８１２亿元,收入合计７６２６
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７５７５亿元 (含上解省

支出３１７５亿元),年末结余５１亿元.

(二)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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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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４亿元,全部为非税收入,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４％,下

降８９％.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２２５亿元,增长４２％.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５４亿元,加上上级财政返还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３８０２亿

元、各地区财政上解市财政收入３４４亿元、调入资金３３７亿

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９６１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６０７亿元、

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３７１亿元,总收入合计１０３７２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２２５亿元,加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

１８４亿元、市对下级返还性支出２８亿元、市对下级转移支付

２３８４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２２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７５５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元、结转下年继续使

用专项支出２６６亿元,总支出合计为１０３７２亿元,实现收支

平衡.

上级财政补助及使用情况:２０１９年上级下达我市一般公

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２９７亿元,预算执行中下达２９３５亿元,

结转２０２０年使用３５亿元.分类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２８４亿元,预算执行中下达２７５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２６８６亿元,预算执行中下达２６６亿元.

上级下达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１８亿元,预算执行中

下达１７亿元,结转２０２０年使用０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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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下达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２１亿元,预算

执行中下达２亿元,结转２０２０年使用０１亿元.

市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２０１９年市级财政对下级一

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２３８４亿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补

助１０３１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１３５３亿元.

市级财政对下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２６２亿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转移支付３１亿元.

市本级结转资金使用情况:２０１８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结转下年使用资金为６０７亿元,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中按结转用

途下达使用４２８亿元,上解上级支出０１亿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１４亿元,继续结转２０２０年支出３８亿元.

市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经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２０１９年市本级预备费年初预算安排５亿

元,当年实际支出０３５亿元,主要用于信访维稳、援藏经费、

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忠县等支出.

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２０１８年末市

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３７１４亿元,２０１９年调用３７１４亿

元,全部用于安排当年预算.２０１９年市本级预算执行中,预

备费剩余４６５亿元、政府性基金调入１１亿元、专项资金结余

及收回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等３４３５亿元,上述资金合计５０亿

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末累计余额５０亿元.

市本级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２０１９年市本级牢固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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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紧日子思想,加大 “三公”经费压减力度,各部门 “三公”

经费支出０９５亿元,比预算少１８５亿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００５亿元,比预算少０２亿元;因公出国 (境)经费００８亿

元,比预算少０１８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１６亿元,比预算

少０１２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０６６亿元,比预算少１３５
亿元.

２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１９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３５５％,增长２７３％.其中:土地出

让收入１８０６亿元,增长２８６％.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３６７亿元,增长１４％.其中:城

乡社区事务支出１２８６亿元,增长１５７％.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９１亿

元,加上上级财政补助收入１８亿元、各地区财政上解市收入

００４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６４６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３６４亿元、调入资金０１亿元,总收入合计３９３９亿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１３６７亿元,加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０３亿元、补

助各地区财政支出２６２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１５５亿元、

专项债务转贷支出１１５亿元、调出资金２４１亿元、结转下年

支出７６２亿元,总支出合计３９３９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３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市本级当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４亿元,下降７５８％,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拓

源集团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５４亿元,垫高基数.加上上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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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各项补助收入２１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８亿元,收入合计

１１５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３３亿元,下降４９８％,

主要是２０１８年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５４亿元,垫高基数.

加上补助下级支出３１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５１亿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１１５亿元.

(三)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 债务余额情况.２０１９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１７４５８亿元,控制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２０１８１亿元内,

从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务９４８７亿元,专项债务７９７１亿元;

从政府级次看:市本级４５３２亿元,区县１２９２６亿元.

２债务发行情况.２０１９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２６０７亿

元,从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券９６１亿元,专项债券１６４６亿

元.从债务分类看:置换债券３３４亿元,再融资债券１６３８
亿元,新增债券６３５亿元 (新增一般债券２８８亿元、新增专

项债券３４７亿元),主要用于宝马新工厂、辽西北供水及棚户

区改造等重点项目.市政府已按照 «预算法»要求,报经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了２０１９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３债务还本付息情况.２０１９年,全市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２５９１亿元,其中:本金１９８８亿元,利息６０３亿元.

二、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２０１９年,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政策措

施和决策部署,按照市人大决议要求及批准的预算,加力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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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运行向上向好、发展活力增强、

人民生活稳步改善.

１落实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２０１９年,增值税降率、

个人所得税扩大抵扣范围以及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开,强化财税协作及部

门联动,加强宣传,简化流程,全年减税１６７７亿元,降低社

保缴费５２２亿元;免征减征５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４项政府

性基金,全年减轻企业负担８５００万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重点财源建设及服务,深入走

访调研我市保险、电力、移动、烟草、石油等重点税源企业,

全力解决企业的建议诉求,保障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

２支持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严格落实省政府三年

化债行动计划,提前完成省下达我市２０１９年化债目标.全市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２６０７亿元,既有效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

设,又为到期债券还本提供了资金保障.建立规模为８亿元的

偿债周转金,科学调度国库资金,统筹土地 “三金”２６３亿

元帮助各地区偿还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水利等领域拖欠企

业工程款,切实防范了困难地区财政支付风险.投入扶贫资金

７８亿元,推动实施产业扶贫项目８５个,支持全面落实各级各

类教育扶困助学政策,贫困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实现全覆盖.投入污染防治资金４７６亿元,支持淘汰燃煤锅

炉１９０台,推动实施水体治理工程及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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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大辛、老虎冲积存垃圾渗沥液处置,促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取

得阶段性成果.

３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筹集资金６２８亿元,推

动我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支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企业

创新,保障华晨宝马、新松机器人未来城、中航发燃气轮机科

技研发等重大项目建设.筹措国企改革资金２０８亿元,保障

厂办大集体改革、“僵尸企业”处置、“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等

资金需求.投入１６６亿元,推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专业化管

理,吸引社会资本并实施市场化运营,支持全市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为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活力,２０１９年,我市政府投资引

导基金荣登中国创投委评选的 “中国年度政府创投引导基金”

榜单.支持开展 “助保贷”、“融保通”、“信保基金”业务,努

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４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投入

“三农”资金１２４３亿元,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农业资源保护

与利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农村综合改革、水利设

施建设等工作,落实县域经济发展奖补、 “飞地经济”奖补、

乡镇招商引资奖励等资金,拉动县域经济振兴,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投入资金１２１３亿元,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推

动了地铁９号线投入运营,１０号线试运行,东一环、沈辽路快

速路全面通车,长青街快速路主线通车.支持重点民生改造工

程,完成棚户区改造１１万套,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６３１户.

—９—



５稳步提升基本民生保障水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全市重点民生支出完成８５７５亿元,增长１０４％,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８１９％.落实各类提标政策,企业退休职

工基本养老金提高５３％,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４６％和

６７％.落实财政补助１３１６亿元,积极争取养老保险上级调

剂金４１６亿元,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面落实就业、

医疗、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政策.支持教育、文体、公共交

通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三、强化财政管理工作,提升财政履职保障能力

积极应对大规模减税降费所带来的收支压力,大力开源节

流,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监管服务,为发挥好国家治理基础及

重要支柱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１强化收支预算执行.深化财源建设,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全力保障市人大预算决议确定的各项重点支出.２０１９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及税收收入总量均位列全省第一,税收占比

达８０３％;全市争取上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２４５９亿元、新增

债券资金６３５亿元,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补齐民生短板

提供有力的资金补充.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７６亿元,

增长８５％,重点支出得到全面保障,全市及市本级财政均实

现了收支平衡.

２ 严把预算支出关口.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出台

«关于落实过紧日子有关精神的实施意见»«关于落实过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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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经费支出管理的通知»,严控会议费、

差旅费、培训费、出国 (境)经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制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督促各部门严肃 “三

重一大”制度落实,强化重大项目及资金集体研究决策程序.

加快支出预算执行进度,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努力提高专

项资金执行效率和使用效益.

３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制定我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分档统一了我市１１
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市与各地区分担比例,并充分考虑各地区

实际困难予以倾斜.完善财政预算编制政策、定额体系及２８
大类、１２８８小项的预算编制审核标准.扎实推进预算单位国

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全面清理规范财政暂付款,持续完善

政府采购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出台我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完善市本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１８５８个,

预算绩效管理实现了一级预算部门全覆盖.对沈阳医学院教学

专业建设等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初步建立了部门自评

与财政再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体系.

４全面提升财政服务监管水平.落实市委审计委员会、

市委财经委员会各项工作要求,定期研究解决预算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实施意见,主动接受市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监督审查,全力办好

市人大各项建议并回应人大代表关切,定期向市人大报告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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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和政府债务情况.积极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在全

省率先实现市区两级全部上线的阶段性目标.

四、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

２０１９年决算情况总体较好,但财政运行中还存在不容忽

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全市财力规模与支出需求还不

匹配;部分部门和单位节约意识、效益意识还需加强;部分专

项资金使用进度和效益还需提高;困难地区保障 “三保”、偿

还债务本息等方面压力较大.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市

人大对财政管理的意见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审计问题整

改,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科学化水平.同时,积极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做好以下方面:

１做好增收节支,提高财政保障能力.一是认真践行常

态化过紧日子.压减支出进度慢或预计年底前不能完成的项目

支出,落实全市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５０％以上要求,严格

控制新增项目支出.二是进一步稳定财源.税收方面,动态掌

握重点税源变化情况,加强多部门协税护税联动,挖掘潜在税

源.非税方面,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征收,加大政府资产盘活

处置力度.三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优化支出结构,明确保障

重点,加强资金统筹,对受疫情影响不具备实施条件或非急需

投资项目,统筹资金用于省、市重大投资项目及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重点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积极争取上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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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利用好特殊时期国家加大资金下摆力度等政策机遇,强化

与中央、省的沟通汇报和对口衔接,做足前期工作,积极争取

中央转移支付、新增债券、抗疫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

支持,缓解我市收支矛盾.

２强化引导扶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助力市场

主体渡过难关.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加强政策宣传和信

息共享,简化操作流程,确保减税红利精准落袋.落实好企业

贷款财政贴息、“援企稳岗”等一揽子扶持政策,努力稳企业、

保就业,支持市场主体走出困境.二是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立

足壮大我市产业链,强化资金要素保障,支持提升重点产业领

域本地配套能力.围绕 “两新一重”建设领域,大力推动省、

市 “重强抓”项目实施,支持地铁、沈白铁路、沈飞局部搬

迁、桃仙机场二跑道等重大投资项目建设.三是落实促消费政

策.围绕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做好促消费领域重点项

目、重大活动、重点品牌、重点企业的资金支持,推动消费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四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我市强

农惠农政策,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以

落实 “飞地经济”及中心镇建设政策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县域

经济,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五是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支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 “三供一业”、 “僵尸企

业”、厂办大集体改革、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

３兜住民生底线,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完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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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分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市与区、县 (市)共同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社保、教育、医疗、住房、

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等民生保障政策,支持办好市政府确定的

“１２件实事”,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二是确保基层

“三保”不出问题.强化各地区财政风险预判和预警,加大财

力下沉力度,提高国库资金调度频次,做好中央直达资金管

理,确保资金下达和监管同步 “一竿子插到底”.三是防范和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按照年度债务化解计划,通过预算安排、

盘活政府资产资源等方式,确保如期完成年度２１６６亿元化债

任务.坚持分类施策,限期清理偿还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不

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四是巩固精准脱贫成果.加大扶贫资金

投入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继续完善城乡低保、特困人

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帮扶机制,保障落实脱贫攻坚任务.五

是加大污染防治支持力度.持续推动大气污染防治、黑臭水体

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任务,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

４强化财政监管,提高依法理财水平.一是强化预算编

制管理.全面贯彻市人大关于财政预决算报告的审议意见,报

告重点向支出预算及政策拓展.认真落实市人大对重大政策及

预算编制管理的前瞻性、可行性建议,着力改进完善定额标准

体系,健全预算审核评审机制.提早部署相关部门的专项资金

使用计划.按照省财政总体部署,通过业务集成、系统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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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快推进 “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以

后年度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准性.二是主动接受各方监督.

坚决落实市人大有关预算决议和决算决议,积极配合人大推进

预算联网监督,有序推进财政 “两个体系”建设,做好各级各

类审计问题整改,强化与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协调

互动及信息共享,实现监督管理与整改落实有机结合的大监督

格局.三是强化财政财务管理.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机制建

设,加强财政财务管理业务培训,保障各类财政资金使用依法

合规、安全有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紧盯 “重强抓”专项行动重点任务,雷厉

风行地将各项财政财务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０年财政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将在市委的领导下,

在市人大的监督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迎难而上,

锐意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沈阳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振兴而努力奋斗.

以上情况,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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