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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 2019年 

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0 年 8 月 25 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吴  炜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21.8 亿元，增收 101.8 亿

元，增长 4.8%，其中：税收收入 1991.0 亿元，增长 3.2%；非税

收入 230.8 亿元，增长 21.2%。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41.5 亿

元，增支 188.7 亿元，增长 9.7%，其中：用于民生改善的城乡公

共服务支出 1686.4 亿元，增长 10.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8.7%。  

二、市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1）收入执行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3314 万元，增长-10.0%，完

成预算的 91.3%，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减税因素影响，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降幅较大。 

（2）支出执行 

2019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58178 万元，增长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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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算的 97.8%。 

（3）收支平衡 

2019 年市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3314 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债务转贷收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合计 7636557 万元，收入总量为 8439871

万元。 

2019 年市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58178 万元，加上补助下

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债务转贷支出、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等合计 4800087 万元，支出总量为 8358265 万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81606 万元结转下年

使用。 

（4）重点支出执行 

按照批准的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与民生相关的市级重点支

出情况如下： 

教育支出 331854 万元，增长 13.9%，完成预算的 96.9%。 

科学技术支出 69782 万元，增长 15.6%，完成预算的 98.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48838 万元，增长 2.0%，完成预

算的 98.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8927 万元，增长 21.9%，完成预算的

98.3%。 

卫生健康支出 212590 万元，增长 25.1%，完成预算的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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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 30132 万元，增长-12.7%，完成预算的 94.1%。 

城乡社区支出 960974 万元，增长 5.4%，完成预算的 99.3%。 

农林水支出 86201 万元，增长 53.9%，完成预算的 96.2%。 

交通运输支出 271947 万元，增长 0.9%，完成预算的 98.9%。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871 万元，增长-76.7%，完成预算的

28.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958 万元，增长-23.9%，完成预

算的 99.5%。 

住房保障支出 256884 万元，增长 24.1%，完成预算的 100.0%。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58 万元，增长-0.1%，完成预算的 96.7%

（详见草案附表 16-1）。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38905 万元，增长 32.4%，

完成预算的 128.6%，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增加。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债务转贷收入等合计

1193837 万元，收入总量为 3932742 万元。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134533 万元，增长-13.5%,

完成预算的 76.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还本付息规模比 2018 年有

所下降。加上补助下级支出、调出资金、债务还本、债务转贷支

出等合计 1145589 万元，支出总量为 3280122 万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652620 万元结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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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2019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9412 万元（其中：利润

收入 47811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1601 万元），增长-11.4%，完成

预算的 100.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利润、股利股息收入

下降。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17940 万元，收入总量为 67352 万元。 

2019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4627 万元，增长-2.5%，

完成预算的 100.0%。加上调出资金 4702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总量为 49329 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18023 万元结转

下年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494481 万元，增长

-8.8%，完成预算的 103.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收入中包

含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清算收入。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260449 万元，增长

-12.0%，完成预算的 97.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支出中包

含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清算支出。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收支总量相抵，结余 234032 万元

结转下年使用。 

三、市级经批准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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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2019 年市级地

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1512700 万元，省政府收回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限额 91600 万元，2019 年末市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调整为

1421100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087165 万元，2019

年偿还债务 150558 万元，2019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936607

万元，控制在限额内。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2019 年市级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3136300 万元，省政府收回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 1030000 万元，2019 年末市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调整

为 2106300 万元。2018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1177002 万元，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172000 万元、偿还债务 37000 万

元，2019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1312002 万元，控制在限额内。 

四、关于 2019 年预算执行中的其他情况报告 

（一）市级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市级 2018 年结转资金共 38226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5718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20713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7940 万元。 

2019 年共支出 32910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90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9706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137 万元。 

2019 年末结余 53157 万元，其中：继续结转下年使用 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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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回收统筹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42056 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 27285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 10069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4702 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2019 年市级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补助 1046473 万元（其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46638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580088 万元），较上

年增加 164926 万元，增长 18.7%。市级对下级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1513507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640883 万元、专项转移支

付 8726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344888 万元，增长 29.5%。 

（三）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市级预算周转金 2019 年年初余额 113200 万元，当年未使用，

2019 年年末余额为 113200 万元。 

（四）预备费使用情况 

市级预备费年初预算 70000 万元，当年实际支出 69268 万元，

主要用于公益服务设施建设维修、部队靶场建设、太湖围网拆除、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规划展示馆改造提升、美丽村庄建设、对口

扶贫协作等支出。 

（五）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19 年年初余额 525976 万元，当

年补充 65798 万元，当年支出 525976 万元，2019 年年末余额为

657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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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19 年，市级财政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对 131 个项目实

施全过程绩效管理，涉及财政资金 67.5 亿元，绩效评价结果纳入

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预算安排的重要依

据。同时，对金额较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项目和专项资金积

极开展绩效重点评价，2019 年重点评价财政资金 7.8 亿元，全面

拓宽了预算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五、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预算意见的落实情况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我们认真落实市十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有关决议，严格执行经批准的本级预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

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聚力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 

不折不扣执行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密切跟踪政策落实情况，

不断细化完善工作举措，确保政策落地生效。紧紧围绕“巩固、

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出清过剩产能，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贯彻落实开放再出发政策，强化专项资金管理，重点扶持打造先

进制造业基地、人才开发、金融改革、科技创新，推进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认真落实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一带一

路”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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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持续增强财政管理效能 

贯彻预算绩效理念，加强执行进度监控，坚持全周期跟踪问

效，加大结果应用力度，推动财政资金早落地、财政政策早见效。

制定我市《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出台相配套的

绩效目标和绩效监控管理办法，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探索“常年开放、滚动循环、动态维护、

择优选用”的预算项目库滚动试点建设，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

体化。正式施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进一步规范各单位财务管理，

提升政府会计信息质量，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

工作。 

（三）坚持突出保障重点，全力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全年

压减一般性支出幅度达到 10%。加强财政资金的统筹安排，盘活

用好存量资金，严格控制预算追加，依法依规调整预算。大力清

理结转结余资金，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衔接，

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聚焦关键重点领域投入，推动重大平台

落地生根，集中财力支持 “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重点领域支出。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财政体

制管理，做好新一轮市对区体制调整工作。 

（四）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坚决贯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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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省相关决策部署，逐级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严格落实

政府债务新增规模控制和余额限额管理，认真做好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组织开展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准备、还本付息及资金使

用监管工作。研究出台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规定，加强项目储备，

支持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依法将政府债务情况向社会

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加快债券资金下达使用进度，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督促相关单位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有

效实施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持续开展全市政府性债务管

理情况专项调研，全面落实乡镇债务分类管理，确保不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债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