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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19年 11月 28日在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 25 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预算法》和《上海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有关规定，

预算执行中出现需要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等情况，应当进

行预算调整，各级政府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

委会审查和批准。据此，结合我区 2019 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

拟对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进行调整。区财政局编制了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经区政府同意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 

（一）调整事项 

1、收入事项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区级财政收入）。今年党中央、

国务院明确的减税降费政策，规模更大、措施更实、覆盖面更

广，具有显著的普惠性特征，总体呈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的结构性减负特点。根据全市宏观经济形势预测，财政收入增

速有所放缓，拟调整区级收入增长预期，区级财政收入增幅由

年初预算 5%调整为-3.5%。据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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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1197550 万元调整为 1100700 万元，调减 96850 万元。 

（2）市财政补助净收入。市财政补助收入较年初预算有所

增加（年初预算根据市财政局预告知情况安排），主要是年内

增加下达交通路-金昌路道路改扩建专项转移支付 50000 万元。

据此，“市财政补助净收入”由年初预算 485000 万元调整为

535000 万元，调增 50000 万元。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仅根据市

财政局 10 月份下达的 2019 年度市与区拟结算数据作相应调

整，市财政补助收入最终数据以市财政局年末下达的确定数为

准。 

（3）调入资金。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较年初预算有所增加

（年初预算 6200 万元，实际完成 12512 万元），且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比例从 28%提高到 30%。据此，“调入资金”由年初预

算 1736 万元调整为 3753 万元，调增 2017 万元。 

（4）区与镇结算补助净支出。长征镇、桃浦镇根据收入完

成情况以及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有关要求，压减全年支出

预算，根据区与镇财政管理体制结算，补助镇财政支出相应减

少 33000 万元。据此，“区与镇结算补助净支出”由年初预算

202000 万元调整为 169000 万元，调减 33000 万元。 

    以上四项增减相抵净减少收入 11833 万元。 

2、支出事项 

（1）部门预算支出调增 12602 万元。一是根据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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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支持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通知》有关精神，结合 2019 年部门预算

年初安排和年中执行情况，部门预算共计调减 45511 万元，其

中，一般性支出按照 2019 年年初预算公用经费综合定额（扣

除工会经费、福利费）与经常性项目（扣除政策性因素）的合

计数作为基数，下半年压减 10%，共调减 13672 万元；同时，

在压减一般性支出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部门项目支出，对年内

不予实施的项目或预计年内无法拨付的资金进行调减，共调减

31839 万元。二是按照积极财政政策 “加力提效”的有关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府重大决策部署，着力保障重点领域支

出需求，共调增 58113 万元，主要用于因政策性因素增加的各

类基本支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无违建居村”建设、智慧公

安、老年综合津贴、对口帮扶等经费支出。上述调整事项根据

《2019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有关规定归入相应支出科目。 

（2）各类专项资金调增 27165 万元。具体包括： 

一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调增 50000 万元。以提升区域经济

贡献度为导向，围绕智能软件、研发服务、科技金融三大重点

产业，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转型发展需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由

年初预算 42000 万元调整为 92000 万元，调增 50000 万元。据

此，“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调增 50000 万元。 

二是中以（上海）创新园专项资金调减 20000 万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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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上海）创新园建设方案，中以创新合作政府引导基金拟

由市区共同出资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2019 年年初预算安排

50000 万元，年中已调整为 30000 万元。本次根据实际执行情

况，调整为 10000 万元，调减 20000 万元。据此，“城乡社区

支出”调减 20000 万元。 

三是桃浦智创城专项资金调减 4209 万元。根据实际执行

情况，桃浦智创城专项资金由年初预算14464万元调整为 10255

万元，调减 4209 万元。据此，“城乡社区支出”调减 4209 万元。 

四是债务付息专项资金调增 1374 万元。2019 年市财政局

下达我区新增一般债券转贷额度 82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该部分利息 1374 万元未纳入年初预算，债务付息专项资

金由年初预算 25767 万元调整为 27141 万元，调增 1374 万元。

据此，“债务付息支出”调增 1374 万元。 

（3）市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出调增 50000 万元。根据

规定，市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应按照指定项目和用途实行专款

专用。本次调整增加交通路-金昌路道路改扩建专项支出 50000

万元，目前根据项目推进进度，年内预计支出 14000 万元。据

此，“城乡社区支出”调增 14000 万元；剩余 36000 万元将作结

转下年支出待明年继续使用。 

以上三项净增加支出 89767 万元，通过动用年初预留其他

支出及预备费予以安排（其中，年初预留其他支出 52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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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级预备费 49000 万元，共计 101600 万元），实际净减少

支出 11833 万元。 

（二）预算调整方案 

经上述调整后，2019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即

可用财力）由调整预算 1791213 万元1调整为 1779380 万元，调

减 1183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由调整预算 1791213 万

元调整为 1779380 万元，调减 11833 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支平衡。详见《普陀区本级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表一）。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 

（一）调整事项 

1、收入事项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因土地出让受国家宏观

政策和市场影响，存在不确定因素，部分地块未按照年初计划

实现出让。据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含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收入）”由年初预算 1000000 万元调整为 550000 万元，

调减 450000 万元。 

（2）市财政补助收入。市财政补助收入较年初预算有所

                                                        

1、2019年 7月 9日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2次会议批准通过《普

陀区本级 2019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主要是市财政局通过转贷方式下达我区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 30500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额度 185000万元（一般债券 82000万元，专项债券 103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额度 120000万元（一般债券 80000 万元，专项债券 40000万元），另增加

年初一般债券额度未落实的部分项目支出 67400万元，减少中以（上海）创新园专项资金支出

20000万元。预算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由年初预算 1663813万元调整为 1791213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由年初预算 1663813万元调整为 179121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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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年初预算根据市财政局预告知情况安排），主要是年内

增加下达廉租住房租金专项转移支付 3767 万元。据此，“市财

政补助收入”由年初预算 94282 万元调整为 98049 万元，调增

3767 万元。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仅根据市财政局 10 月份下达

的 2019 年度市与区拟结算数据作相应调整，市财政补助收入

最终数据以市财政局年末下达的确定数为准。 

以上两项增减相抵净减少收入 446233 万元。 

2、支出事项 

（1）土地收储项目相关支出调减 450000 万元。根据政府

性基金“以收定支”原则，结合土地收储项目实际需求，减少项

目支出 450000 万元。据此，“城乡社区支出”调减 450000 万元。 

（2）市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出调增 3767 万元。根据市

财政局转移支付下达情况，本次调整增加廉租住房租金专项支

出 3767 万元。据此，“城乡社区支出”调增 3767 万元。 

以上两项增减相抵净减少支出 446233 万元。 

（二） 预算调整方案 

经上述调整后，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即可用

财力）由调整预算 1499880 万元2调整为 1053647 万元，调减

                                                        

2、2019年 7月 9日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2次会议批准通过《普

陀区本级 2019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主要是市财政局通过转贷方式下达我区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 30500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额度 185000万元（一般债券 82000万元，专项债券 103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额度 120000万元（一般债券 80000 万元，专项债券 40000万元），另增加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000万元，减少土地收储项目支出 20000万元。预算调整后，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由年初预算 1356880万元调整为 149988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

量由年初预算 1356880 万元调整为 14998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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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23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由调整预算 1499880 万

元调整为 1053647 万元，调减 44623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支平衡。详见《普陀区本级 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表二）。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 

（一）调整事项 

1、收入事项 

（1）利润收入。由于中环公司经营情况好于预期，实际

上缴国资收益数增加。据此，“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由年初预算

6200 万元调整为 12512 万元，调增 6312 万元。 

（2）调出资金。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较年初预算有所增

加，且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比例从 28%提高到 30%。据此，“调

出资金”由年初预算 1736 万元调整为 3753 万元，调增 2017 万

元。 

以上两项增减相抵净增加收入 4295 万元。 

2、支出事项 

（1）费用性支出调减 18 万元。主要是据实拨付台钳厂人

员经费。据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由年初预

算 84 万元调整为 66 万元，调减 18 万元。 

（2）其他支出调增 1 万元。主要是增加外派财务总监年

度薪酬等。据此，“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由年初预算 310

万元调整为 311 万元，调增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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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增减相抵净减少支出 17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

结余增加 4312 万元，累计结转下年支出 9810 万元。 

（二）预算调整方案 

经上述调整后，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即可

用财力）由年初预算 9892 万元调整为 14187 万元，调增 4295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由年初预算 9892 万元调整

为 14187 万元，调增 4295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详见《普陀区本级 2019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表三）。 

四、一般债券项目预算调整 

2019年市财政局下达我区新增一般债券转贷额度 82000万

元，主要用于真如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真华路（铜川路-曹杨

路）道路新建工程等 12 个项目，其中：真如城市副中心综合

管廊因与周边道路施工对接尚未完成，预计年内工程款无法支

付，调减经费支出 10000 万元；同时，新增架空线入地和合杆

整治工程、雨污混接改造工程等 14个项目，调增经费支出10000

万元。详见《普陀区 2019 年新增一般债券项目预算调整表》

（表四）。 

议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