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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 2019 年 1 月 21 日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吴炜 

 

 

第一部分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20.0 亿元，增长 11.1%。其中，

税收收入 1929.5 亿元，增长 15.3%，税收占比 91.0%。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952.8 亿元，增长 10.2%，其中用于民生改善

的城乡公共服务支出 1483.0 亿元，占全部支出的 75.9%。 

二、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18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9248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3%，增长 9.4%。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2301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14.3%，增长 6.7%；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

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0018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2.0%，

增长 10.1%。 

2.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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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337365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连同上年结转、上级补助及收回预算等，下同）的 94.5%，

增长 8.4%。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30822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94.2%，增长14.1%；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0654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5.1%，增长 0.8%。 

3.本级财力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18 年本级财政可用财力(含上

年结转、上级补助和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等)合计 5884938 万元，

其中：市级可用财力 3594398 万元（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892301 万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收入预计

10000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预计 1773000 万元，上年结转 144391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调入资金预计 774706 万元等），

园区可用财力 2290540 万元（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00188

万元，加上上年结转预计 52346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和调入资金预计 166798 万元、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收入预

计 170083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预计 1598875 万元）。当年本级

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564565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15207 万元，其中：市级 342942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46207

万元；园区 2216230 万元，园区债务还本支出 69000 万元。本

级财政结余 24080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结余 18770 万元，园

区财政结余 5310 万元。 

（二）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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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06909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6.2%，下降 12.2%。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减少。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467827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6.2%，增长 9.7%。增长的原因主要是进一步盘活存量，

加快支出进度，政府性基金各项目支出进度较往年均有提高。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069097 万元，动用结余

447004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2467827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8274 万元，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2.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73687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17.7%，下降 47.3%。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减少。2018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559209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86.0%，下降 60.1%。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减少，相应安排的支出也减少。 

2018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736872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

出 559209 万元，收入大于支出 177663 万元。 

（三）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578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0.2%，下降 25.0%。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利润收入减少。2018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4575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

下降 51.5%。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17 年安排文旅集团增资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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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因素拉高基数。 

2018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5786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 45753 万元，结转下年 10033 万元。 

2.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058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0.0%，增长 2.1%。2018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577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2.6%，下降 60.3%。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支出 24805 万元。 

2018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058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 15775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4805 万元。 

（四）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735149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1.2%，增长 48.6%。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56823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7.3%，增长 48.6%。收支增幅

较大的原因主要是 2018 年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清算和补结算，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均包含了

清算数据。 

2018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735149 万元，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 2568237 万元，结转下年 166912 万元。 

2.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872505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101.1%，增长17.6%。2018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54147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7.1%，增长 3.0%。支出进度偏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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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清算工作尚未完成。 

2018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872505 万元，园区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 541479 万元，结转下年 1331026 万元。 

三、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8 年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801200 万元，其中：市级

政府债务限额 4477000 万元，园区政府债务限额 13242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末，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074582 万元，其中：

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2264167 万元，园区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为 810415 万元。2018 年本级新增地方债务 145000 万元，其

中：市级新增地方债务 145000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债

务限额以内。 

四、2018 年实施财政预算的主要工作 

（一）科学编制年度预算，增强服务大局能力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围绕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统筹做好财政收支预算工作。一方面，紧盯全年

收入预算目标，加强财源建设，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确保

全市财政收入总量均衡、增长平稳、质量提升；另一方面，按

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讲求实效的原则，细化预算编制，提

高预算精准度，严控一般性支出，加大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

投入力度，全力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二）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全面盘活资金存量 

严格执行市人大批复的预算，加强对单位的预算执行管理，

进一步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提高财政支出的均衡性；严格规范

预算调整程序，严控预算调整事项，强化预算刚性约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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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级预算调整占年初预算 7.3%，较 2017 年下降 3.1 个百分

点；加强结余结转指标管理，及时收回项目结余资金，2018 年

本级收回结余资金 24.9 亿元；大力推进资金统筹使用，全面盘

活各类结余结转资金，2018 年本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79.7 亿

元。 

（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断优化支出结构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效应，推动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贯彻厉行节约精神，继续做好对市级各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日常公用经费压减工作；不断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

支出，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全市用于民生改善的城乡公共

服务支出占比为 75.9%；大力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

动发展、乡村振兴、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点工作，持续加大财

政科技投入，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扶持引导作用，支持产业转型

和创新创业发展，促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四）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推进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并做好部门预算、政府预算

两套经济分类科目的编制衔接工作；扎实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

革，加快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积极规范预

算编制标准，强化项目资金管理，进一步优化专项资金管理机

制；深入编制中期财政规划，合理确定未来三年财政收支政策、

重大项目资金和政府债务规模；制定《市级预备费管理办法》，

规范预备费支出范围及动用程序；加大预决算信息公开力度，

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建立预算联网监督中心，实时监控财政资金

使用过程，提高财政监督实效，积极打造“透明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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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议情况 

市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苏州市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预算的决议、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苏州市2018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

决议和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调整 2018 年市

本级财政预算的决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保持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实时跟踪财税收入变化，有

效应对收入组织难点，提前做好预研预判工作，确保全市财政

收入平稳增长；贯彻落实中央出台的增值税税率下调、统一小

规模纳税人标准、退还企业留抵税额、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放水养鱼、涵养税源。 

二、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牵头做好降成本各项工

作，全年实现企业减负约 360 亿元；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手段助

力小微企业发展；加强服务业引导资金运用，支持新兴金融、

现代物流等十大重点领域平台建设；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建立

高新技术企业培训库和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并对认定入库的企

业给予研发补助；增加对人才开发的资金投入，做好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引进、选拔、培养等工作的重点保障。 

三、持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优化教师人才成长环境；完

善城乡社会保障和医疗养老体系，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

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文化消费季”惠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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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向市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创新财政支农方

式，加大“米袋子”、“菜篮子”工程资金投入；大力支持惠

民实事工程建设，确保古城保护、海绵城市、公共交通等实事

工程顺利推进。 

四、不断加强财政监督管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2018 年对 122 个市级项目实施全

过程绩效管理，并对绩效评价结果进行有效运用；扎实做好财

政监督工作，认真开展部门预算编制执行综合检查、扶贫资金

“双随机”检查以及土地征收工作经费使用情况调查等各类检

查；强化财政投资评审， 2018 年市级财政全年审减、节约资

金 30.4 亿元；加强政府采购监管，实现政府采购管理全流程信

息化管理；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监管，积极开展行政事业单

位经营性房产出租管理改革。 

五、强化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严守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红线，全年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政

府债务限额以内。落实《苏州市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管

理暂行办法》，全面分析评价债务风险水平，实施分类预警和

控制。强化偿债项目资金统筹使用，切实压缩存量债务。扎实

开展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完成我市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数据核

查，研究制订隐性债务化解实施方案。 

 

第三部分 2019 年预算草案 

一、2019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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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动能不断成长

壮大，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仍然存在，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容低估。新的形势对

财政各项工作的主动性、协调性要求更高，做好预算编制和财

政工作意义重大。从苏州财政的情况看，需要我们加大政策研

究和转化，作出准确预判，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努力实现探索

性、创新性、引领性发展。 

（一）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市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精神，构建全口径预算体系，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重点保障民生支出，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全面实施预决

算信息公开，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盘活存量。 

（二）预算编制的原则 

1.内容完整 

构建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成的全口径预算体系，进一步完善公

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积极稳妥、有序推进预算信息细化公开。 

2.注重绩效 

完善预算标准体系，加快推进项目库建设，划清项目支出

界限，建立以编制绩效预算、实施绩效评价、运用评价结果为

主要环节的预算全过程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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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平衡 

建立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同步编制部门 2019-2021

年的滚动财政规划，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前瞻性、计划性，实

现财政预算和政府中长期规划目标的有机结合。 

4.厉行节约 

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坚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各部门、

各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支出，严格按规定

安排“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等百姓关注度高的项目。 

5.持续稳健 

健全财政支出政策的决策机制，加大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

力的评估，注重项目资金筹措的合规性，做到量力而行，精打细

算。 

（三）收支安排主要考虑因素 

财政收入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结合宏观经济

和财税体制改革形势、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财政刚性支出

等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各类增减因素，做好收入预算安排测算工

作，实现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全市经济转型升

级和社会事业建设提供财力保障。财政支出方面，坚持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全力支持我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体

系、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地实施，增加

对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投入，

坚持厉行节约，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格压缩各类不必要

的开支。 



 

11 
 

二、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汇总全市各市（县）、区经同级人大审议通过的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算和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草案，2019 年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比上年实绩（下同）增长 6.5%，税收占

比 85%以上。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不含上年结转和上级补

助等，下同）比上年年初预算（下同）增长 11%，其中用于民

生改善的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占比 75%左右。 

三、2019 年本级预算草案 

（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草案（项目明细详见附表） 

1.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草案 

2019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4607500 万元，增长

4.9%。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880000 万元,下降

1.4%，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减税降费因素；园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预算 3727500 万元，增长 6.5%。 

2.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草案 

2019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5447836 万元，增长

11.7%。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3518212 万元，增长

15.4%；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929624 万元，增长 5.5%。 

3.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平衡草案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19 年本级可用财力（不含上年

结转等）4707000 万元，其中：市级可用财力 2690000 万元（其

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880000 万元，加上下级上解收

入预计 1810000 万元），园区可用财力 201700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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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3727500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预计 4500 万元，减去上解支出预计 1715000 万元）。 

安排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5447836 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145116万元。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3518212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8916 万元。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929624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86200 万元。 

2019 年本级可用财力（不含上年结转等）4707000 万元，

动用历年结余资金 887128 万元，安排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算为 5447836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45116 万元，收支相抵，本

级财政结余 1176 万元，其中：市级动用历年结余资金 887128

万元，当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园区结余 1176 万元。 

（二）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项目明细详见附表） 

1.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835667 万元，比上年实

绩下降 11.3%，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减少。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98667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下

降 2.6%。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相应安排

的支出也减少。 

2019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835667 万元，市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798667 万元，安排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7000

万元，当年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2.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19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56000 万元，比上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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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增长 56.9%，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增加。2019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17500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

长 20.0%，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增加，相应安

排的支出也增加。 

2019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56000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1117500 万元，当年安排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2500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6000 万元。 

（三）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项目明细详见附表） 

1.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19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2163 万元，比上年实

绩下降 24.4%，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利润收入减少。2019 年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2490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38.3%，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国有文化企业纳入国资预算，支持苏

州日报社新媒体融合发展 4800 万元、广电总台更新设备支出

2900 万元。 

2019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2163 万元，动用上年

结余 327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2490 万元，当年实现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2.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19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2555 万元，比上年

实绩增长 251.3%，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利润收入增加。2019 年园

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42500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646.1%，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利润收入增加，相应安排的支出也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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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2555 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 142500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55 万元。 

（四）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分险种明细详见附表） 

1.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401558 万元，比上年

实绩下降 11.2%。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294381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13.8%。收支预算下降的原因主要

是 2018 年开展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清算和补结算，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均包含了清算数据，形成较

高基数。 

2019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401558 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 2294381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07177 万元。 

2.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19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243438 万元，比上年

实绩增长 19.8%，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保险缴费人数、缴费

基数（包括上下限标准调整）的自然增长以及养老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4539 万元。2019 年园区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826706 万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长 44.5%，增长

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数、人均标准的自然增长以

及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上解支出 167197 万元。 

2019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243438 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 826706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1416732 万元。 

（五）本级置换债券、新增债券付息安排说明 

1.市级置换债券、新增债券付息安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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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底，市级置换及新增一般债券规模 995460 万

元，2019 年应付利息 36569 万元，应还本金 58916 万元；置换

及新增专项债券规模 1177002 万元，2019 年应付利息 42985 万

元，应还本金 37000 万元。 

2.园区置换债券、新增债券付息安排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园区置换及新增一般债券规模 530747 万

元，2019 年应付利息 21500 万元，应还本金 86200 万元；置换

及新增专项债券规模249168万元，2019年应付利息8100万元，

应还本金 32500 万元。 

第四部分  2019 年财政重点支出政策和主要工作任务 

2019 年，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财政

政策效应，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积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 

一、围绕财政收支主线，提升重点支出成效。 

关注宏观经济形势，落实依法征收、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科学制定全市收入预期性增长目标，强化税源培养和收入组织，

注重收入增长的平稳和可持续性。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民生事业、经济转型升级、区域

协调发展资金投入，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落实关于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

的意见，稳步推进市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立足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区

两级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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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激励引导作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持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安排

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专项资金 4.5 亿元；进一步加大财政科技

投入，安排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7.6 亿元，支持企业加强技

术研发和升级改造；支持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提升产业整体实力；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连续 5年每

年安排 2亿元，支持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建设体

系，安排 1.8 亿元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提升人才供给质量；支

持打造创新创业基地，加快运河湾双创中心建设，整合技术、

资本、人力等各类资源要素，推动产业链整体变革；加强营商

环境建设，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促

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三、聚焦民生关注热点，不断增强百姓获得感。 

支持教育优质提升，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建设苏州线上教

育中心；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加大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残疾人生活补助等各项民生补贴投入；支持苏大附一院平江医

院、疾控中心迁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城乡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标准化建设，持续推进健康市民“531”行动计划；大力支持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保障好苏州第二图书馆等文化场馆建设；

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园区，加大经济薄

弱村帮扶力度，推进美丽村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加大污染

防治和环境整治，落实生态补偿资金，积极推进太湖围网拆除，

提升市容市政环境；大力发展轨交、公交等城市公共交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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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好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推动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形成。 

四、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 

围绕防范重大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债务和政府隐性债务管

理。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确保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落实到

位，进一步控降债务规模。密切关注基层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和

风险防范问题，加强对乡镇全口径债务管理的指导、考核和风

险预警，增强基层财政运行稳定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稳步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夯实预算执行管理基础，积极构建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财政管理效能。持

续推动建立财政“大监督”格局，切实加强对财政资金和财政

运行全过程监督和风险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