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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 2021年第二次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38 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吴  炜 

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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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中央、省、市重要决策部署，提高站

位、服务大局、强化担当、主动作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

和财政直达资金工作，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为目标，

力保市场主体稳定，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市财政收支运行

总体平稳。1—9 月，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65.4 亿元，增

收 184.0 亿元，增长 10.3%，税比 85.8%；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13.7 亿元，增支 95.3 亿元，增长 5.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

1342.7 亿元，增长 7.9%，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 78.4%（其

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0.6 亿元，增长 7.9%；卫生健康支出

114.1 亿元，增长 16.7 %）。 

为深入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严

控非刚性、非急需支出，深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推进财政资金

使用提质增效，全力兜牢“三保”底线，根据《预算法》有关规

定，结合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考虑政府债券发行等因素，在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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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第一次调整的基础上，需对本级预算收支进行再次调整。 

一、市级预算调整 

（一）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1.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600000 万元，建议调整为 820953 万元，调增 220953 万元，增长

36.8%。 

2.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3616068 万元，建议调整为 3907116 万元，调增 291048 万元，增

长 8.1%。其中：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已批准调增

59342 万元，本次建议调增 231706 万元，涉及调整的主要科目有：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调增 14099 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调增 54012 万元。  

（3）教育支出调增 24715 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调增 15232 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调增 13494 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调增 17612 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调增 30732 万元。  

（8）节能环保支出调减 1369 万元。 

（9）城乡社区支出调减 80 万元。 

（10）农林水支出调增 46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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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调减 5923 万元。 

（1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调增 739 万元。 

（13）住房保障支出调增 45659 万元。 

按照中央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结合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压缩因公出国（境）项目，本年

度共计压缩一般性支出及公务出国境项目经费 9754 万元。 

本次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增 231706 万元，加上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已批准调增 59342 万元，本年度

共计追加支出 291048 万元，所需财力来源通过新增一般债券安排

40000 万元，当年超收收入 220953 万元，其余 30095 万元拟通过

盘活存量、清理历年结余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解决。 

（二）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1.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3296030 万元，建议调整为 3688186 万元，调增 392156 万元，

增长 11.9%。 

2. 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2315130 万元，建议调整为 2386228 万元，调增 71098 万元，增长

3.1%。 

本次市级政府性基金调整预算增加财力来源 392156 万元，加

上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77000 万元及动用上年污水处理费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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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942 万元，收入合计 471098 万元，调整增加支出 71098 万

元，结余 400000 万元拟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三）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 

1.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60022 万元，建议调整为 67967 万元，调增 7945 万元，增长 13.2%。 

2.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

62440 万元，建议调整为 67440 万元，调增 5000 万元，增长 8.0%。 

本次市级国有资本经营调整预算增加财力来源 7945 万元，调

整增加支出 5000 万元，结余 2945 万元。 

（四）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 

1.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3381256 万元，建议调整为 3420803 万元，调增 39547 万元，增长

1.2%。 

2.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调整 

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3030498 万元，建议调整为 3216303 万元，调增 185805 万元，增

长 6.1%。 

本次调整后，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3420803 万元，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3216303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 204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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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 

2020 年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100000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12847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8153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末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17219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975972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196222 万元。2021 年新增债券额度

117000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额度 40000 万元，新增专项债

券额度 77000万元，2021年 9月末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233118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1489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218222

万元。 

（二）市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支出项目安排 

按照国家明确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方向和范围，截至

目前，市级 2021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117000 万元。 

（三）再融资债券转贷 

2021 年市级获得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资金 55000 万元，全部

用于偿还对应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