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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白江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会议资料

第二十五次会议文件（九） 注意保存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 2019 年财政预算调整

方案的报告

2019 年8 月29 日在成都市青白江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成都市青白江区财政局局长 任立新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受区人民政府

委托，区财政局形成 2019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现将相关

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规模

市财政局核定转贷我区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55,167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5,167 万元，专项债券 50,000 万元。

经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局核定我区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 62.2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21.25 亿元，专项债务

限额 40.98 亿元。截至今年 7 月末，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3.7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7.96 亿元，专项债务 35.83

亿元。距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尚有一定空间，债务风险处于可

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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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债券资金安排环保项目 1,400 万元，用于污水处理

厂技改工程；安排教育项目 3,767 万元，用于公办幼儿园建

设。专项债券资金安排土地储备项目 5,0000 万元，涉及拆

迁安置、道路（含绿化、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有关规定，区政府在市

政府下达的限额内举借债务，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以上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规模，请予审查批准。

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预算调整情况。1-7 月，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发生

五项调整：一是增列上级补助收入，与年初报告数据比较，

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69,092 万元；二是上级转贷新增一般债券

5,167 万元；三是增列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 22,055 万元；

四是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268 万元；五是从政府性基金

预算调入 100,000 万元。

经上述调整，在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6,500 万元不

发生变动的基础上，转移性收入由区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

批准的 116,046 万元调整为 185,138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由区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 389,753 万元调整为

562,775 万元，预计年终结余 26,56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增

加财力主要用于支持蓉欧班列开行及国际铁路港建设，保障

社保、教育、医疗、城乡社区支出，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工

业商业服务业产业发展。收支品迭后，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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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

（二）预备费安排使用情况。按照《预算法》规定，结

合我区实际情况，2019 年按程序报批后动用预备费 708 万

元，主要用于应急消防事项。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7 月，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发生五项调整：一是增列

上级补助收入，与年初报告数据比较，预计上级基金预算补

助收入 100,772 万元；二是增列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转

8,380 万元；三是转贷新增专项债券 50,000 万元；四是增列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500 万元；五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00,000 万元。

经上述调整，政府性基金支出由区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

议批准的 569,750 万元调整为 621,40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增加财力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补助被征地农民、土

地开发、城市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等新增支出。收支品迭后，

政府性基金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四、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区政府将切实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分配和管理工作，主动

接受人大监督，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

制，完善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强化债券资金监管，健

全防范化解措施，优化政府性债务应急处置预案，切实防范

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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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加强债券项目管理，确保

债券资金管理使用合规安全，查找管理薄弱环节，健全地方

政府债券管理制度，开展债券绩效评价，促进资金规范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依法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根据债务风险状况以及财

力情况，合理制定年度偿债计划，按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偿还一般债务，政府性基金收入偿还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务”

的要求，严格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加强还款资金预算管理，

切实履行还款责任。

以上财政收支调整预算方案，请予审查批准。

附件：1．2019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表

2．2019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性基金收支调整表

3．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安排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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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的预算

数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的预算

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6,500 316,5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9,753 173,022 562,775

转移性收入 116,046 69,092 185,138转移性支出

返还性收入 11,666 11,666 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4,380 45,404 149,784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3,688 23,688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72,786 72,786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5,167 5,167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上年结转 22,055 22,055增设预算周转金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9,093 3,268 22,361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调入资金 10,900 100,000 110,900调出资金

年终结余 26,560 26,560

收入总计 462,539 199,582 662,121 支出总计 462,539 199,582 66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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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性基金收支调整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的预算

数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的预算

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578,500 578,5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569,750 51,652 621,402

转移性收入 100,772 100,772转移性支出 8,750 8,750

上级补助收入 100,772 100,772 补助下级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8,750 8,750

上年结转 8,380 8,380调出资金 100,000 100,000

调入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0,000 50,000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500 7,500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578,500 159,152 737,652 支出总计 578,500 159,152 73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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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地区 项目名称
资金安排

合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成都市青白江区 污水处理厂机改工程 1,400 1,400

成都市青白江区 公办幼儿园建设 3,767 3,767

成都市青白江区 土地储备项目 50,000 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