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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白江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会议资料

第十七次会议文件（三） 注意保存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都市青白江区2018年财政预算调整

方案的报告

2018 年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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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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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现将相关

情况报告如下。

一、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及债务规模

2018 年，市财政局核定转贷我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660 万元，转贷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0,000 万元。新增一

般债券安排项目为环保项目，主要涉及污水垃圾治理。新增

专项债券 80,000 万元，安排项目为凤凰新区范围内的土地

整理收储项目（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涉及土地征收、

拆迁安置、道路（含绿化、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经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局核定我区 2018 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 56.7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0.73 亿元，专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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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8 亿元。2018 年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9.02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17.44 亿元，专项债务 31.58 亿元。距市政府

批准我区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6.71 亿元尚有一定空

间，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预算调整情况。2018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发生

八项变动：一是实现超收收入 30,541 万元；二是增列上级补

助收入，与年初报告数据比较，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109,280

万元；三是转贷新增一般债券 660 万元；四是增列一般公共

预算上年结转 15,950 万元；五是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104,075 万元；六是减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53 万元；七

是上解支出增加 11,673 万元；八是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1,837 万元。经上述调整和变动后，在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算 257,200 万元不发生变动的基础上，转移性收入预算

由区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87,161 万元调整和变动

为 196,44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由区十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的 324,424 万元调整和变动为

529,312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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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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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按程序报批后动用预备费 1,2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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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抢险救援及应急消防等事项。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2018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发生六项变动：一是土地

有偿使用权收入等实现超收 123,769 万元；二是增列上级补

助收入，与年初报告数据比较，上级下达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110,470 万元；三是增列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转 31,396 万

元；四是转贷新增专项债券 80,000 万元；五是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 104,075 万元；六是上解支出减少 32,165 万元。按照列

收列支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由年初批准的 492,950 万

元调整和变动为 758,295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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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新增支出。收支品迭后，政府性基金预算

实现收支平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在执行中，因存在

上缴轨道交通基金等政策变化因素，最终以决算数据为准。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2018 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发生两项变动：一是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超收收入 16,648 万元；二是减少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 5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年初批准的

11,050 万元调整和变动为 27,751 万元。增加财力主要用于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收支品迭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

收支平衡。

以上 2018 年财政收支调整预算方案，请予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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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8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表

2．2018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政府性基金收支调整表

3．2018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调整表

4．2018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安排情况表



— 5 —

附件 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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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白江区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的调整预算数

预算调整

数

预算变动

数

调整和变动

后的预算数
科 目

青白江区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的调整预算数

预算调整

数

预算变动

数

调整和变动

后的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7,200 30,541 287,74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4,424 204,888 529,312

转移性收入 87,161 59,975 49,305 196,441 转移性支出

返还性收入 11,716 -1,639 10,077 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5,445 61,614 137,05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9,305 49,305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46,031 11,673 5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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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17 24,61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23,957 23,95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上年结转 15,950 15,950 增设预算周转金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044 15,044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1,837 21,837

调入资金 11,050 104,022 115,072 调出资金

年终结余 22,055 22,055

收入总计 370,455 194,538 89,872 654,865 支出总计 370,455 260,453 23,957 65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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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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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变动数
调整和变动

后的预算数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预算变动数

调整和变动

后的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543,200 123,769 666,969 政府性基金支出 492,950 265,345 758,295

转移性收入 110,470 110,470 转移性支出 50,250 -32,165 18,085

上级补助收入 110,470 110,470 补助下级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50,250 -32,165 18,085

上年结转 31,396 31,396 调出资金 104,075 104,075

调入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9,280 9,28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89,280 89,280 年终结余 8,380 8,380

收入总计 543,200 234,239 120,676 898,115 支出总计 543,200 345,635 9,280 8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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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有资本经营收支调整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预算变动数
调整和变动后

的预算数
科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预算变动数

调整和变动后

的预算数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2,100 16,648 38,748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1,050 16,701 27,751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11,050 -53 10,997

上年结余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22,100 16,648 38,748 支出总计 22,100 16,648 3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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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安排

合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成都市青白江区水务局 环保项目（污水处理） 660 660

成都市青白江区国土资源局 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80,000 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