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17 年财政收支决算的报告
（在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吴海青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会议作《关于 2017 年财政收支决
算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财政收支预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
准的区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36.74 亿元。执行中，
受“国务院六项减税措施”等系列全面减税降费政策的深入推进、
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土地出让净收益计提等
因素品迭影响，调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0.3 亿元。变动后，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为 37.04 亿元。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区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43.37 亿元。执行中，因中央、省、市补助收入列支、增加上年
结转、新增债券转贷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调入、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置换债券线下列支等因素品迭后共计增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预算 12.48 亿元。变动后，2017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预算调整为 55.84 亿元。

—1—

政府性基金预算。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批准的区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为 34.2 亿元。
执行中，
受《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
税〔2017〕18 号）中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
项基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大幅攀升、法定计提等因素品
迭影响，调增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17.86 亿元。变动后，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调整为 52.06 亿元。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区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为
28.79 亿元。执行中，因中央、省、市专款列支、新增债券转贷
收入、增加上年结转、基金超收、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结余调出、
专项置换债券线下列支等因素品迭后共计增加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 14.18 亿元，变动后，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42.97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批准的区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为 0.35 亿元，执
行中，中央、省、市未出台影响财政收入增减变动的政策，故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未作调整。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区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为
0.32 亿元。执行中，因增加上年结转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16 亿元。变动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 0.48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预算法》第十一条规定：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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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同时，结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市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成办〔2015〕72 号）
文件要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支及结余纳入市级统筹。据此，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含的各项收支已全部纳入省、市统筹，本级
不再编报。
以上变化，已报经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二、财政收入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6.9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9.64%，同比增长 3.3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
28.4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9.25%，同比增长 2.02%。各主要收
入项目分别是：
——增值税 10.8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14%，同比增长
52.37%。
——企业所得税 2.77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7.07%，同比增
长 50.82%。
——契税 4.67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44%，同比增长
47.58%。
——土地增值税 3.56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4.82%，同比增
长 28.48%。
以上税种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2017 年我区房地产销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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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
——个人所得税 1.2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3.49%，同比增
长 24.4%。
——城市维护建设税 2.6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6.8%，同比
下降 0.37%。
——城镇土地使用税 0.7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3.04%，同
比下降 37.48%。
——专项收入 3.45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27.16%，同比增长
41.83%。
——行政事业收费 0.85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29.27%，同比
增长 23.44%。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0.68 亿元，占调整预
算的 45.65%，同比下降 80.09%。由于 2016 年收入中包含中医
大处置收入及清缴各镇街往年安置房欠款等一次性收入，导致
2017 年降幅较大。
——其他收入 2.35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2.9%，同比增长
203.15%。原因为当年滞纳金等一次性收入较多。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51.39 亿 元 ， 占 调 整 预 算 的
98.73%，同比增长 70.59%。各主要收入项目分别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42.3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8.65%，同比增长 70.74%。主要原因为 2017 年我区土地出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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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较好，带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大幅增长。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1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2.98%，同比增长 92.62%。主要原因为当年报建项目增多，同
时加大力度清缴配套费欠款，导致当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增幅较大。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0.35 亿元，主要为国有
公司参股新光华房地产公司、金禾盛投资有限公司股利、股息收
入及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长
15.58%。
三、财政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1.2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1.71%，
同比增长 24.01%，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92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8.32%，
同比增长 19.9%。
——公共安全支出及国防 4.01 亿元，
占调整预算的 96.48%，
同比增长 19.6%。
——节能环保支出 1.2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2.62%，同比
增长 16.77%。
——教育支出 8.74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6.42%，同比增长
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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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支出 0.8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9.79%，同比增
长 7.78%。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67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73.52%，
同比增长 0.98%。
——医疗卫生支出 3.52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8.91%，同比
增长 29.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1 亿元，
占调整预算的 83.59%，
同比下降 20.77%。
——城市社区事务支出 7.5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7.53%，
同比增长 72.09%。
——交通运输支出 2.8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9.89%，同比
增长 74.25%。
——农林水事务支出 4.9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1.11%，同
比增长 10.45%。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商业服务业、金融、粮油等事务
支出 3.87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88.41%，同比增长 19.88%。
——国土资源气象事务支出 0.3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9.9%，同比增长 12.25%。
——住房保障支出 1.49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9.38%，同
比下降 0.78%。
——其他支出 0.8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64.79%，同比下降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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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24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
比下降 11.01%。
——债务付息支出 0.41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
长 19.0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完 成 37.43 亿 元 ， 占 调 整 预 算 的
87.11%，同比增长 51.5%，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 34.05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93.49%，同比增长 43.29%。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2.86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64.06%，同比增长 651.7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0.32 亿元，占调整预算的
66.32%，同比增长 7.2%，主要用于支付公交公司亏损补贴。
四、财政收支决算结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结果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6.91 亿元，加转移性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调入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等 31.47 亿元，
当年收入共计 68.3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1.21 亿元，
加上解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12.87 亿
元，当年支出共计 64.08 亿元。收支品迭，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滚
存结余 4.29 亿元，按现行财政体制结转下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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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结果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1.39 亿元，
加转移性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等 29.61 亿元，当年收入
共计 81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7.43 亿元，加上解支
出、调出资金、债券还本支出等 38.62 亿元，当年支出共计 76.05
亿元。收支品迭，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滚存结余 4.95 亿元，按
现行财政体制结转下年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结果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0.35 亿元，加上年结转
结余 0.14 亿元，当年收入总计 0.49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完成 0.32 亿元。收支品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滚存结余 0.17
亿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市财政决算批复变动情况
1. 2018 年 2 月 5 日提请区第十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通
过的预决算报告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入为 10.06 亿元，根
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 2017 年市财政与区（市）县财政年终结
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成财预〔2018〕35 号）批复的一般公共预
算转移性收入为 10.02 亿元，减少 390 万元，主要是：减少返还
性收入 677 万元；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 541 万元；减少专项转移
支付 254 万元。
2.预决算报告中，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 6.9 亿元，市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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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批复为 6.95 亿元，增加 548 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结
转结余资金中时间超过两年共计 548 万元按要求全部用于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预决算报告中，上解支出为 10.6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上
解 3.43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 7.21 亿元），市决算批复为
10.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上解 3.57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
7.23 亿元）
，增加 0.17 亿元。主要是：区县体制上解增加 0.14 亿
元；轨道基金上解增加 277 万元。
以上三项因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滚存结余由预决算报告中
的 4.52 亿元调整为 4.29 亿元，减少 0.23 亿元，均为按现行财政
体制结转下年支出的项目结余；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滚存结余由
预决算报告中的 4.98 亿元调整为 4.95 亿元，减少 276 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未发生变动。
（二）经市政府同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市财政局批准核
定我区 2017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85.86 亿元
2017 年当年举借市转贷置换债券 27.74 亿元、新增债券 4.3
亿元，当年偿还到期政府债务 28.37 亿元，截至 2017 年底全区
地方债务余额为 84.17 亿元。通过债券资金的争取，全区债务结
构得到优化，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同时有效缓解了重大公益性项
目建设资金压力。目前，全区政府债务规模处于上级批准的债务
限额以内，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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