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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十六届人大
六次会议文件(14)

关于上海市普陀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0年 1月 7日在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普陀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关于普陀区2019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

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区政府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

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中固稳，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结构更优、效益更好、更趋协调和可持

续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在经济下行压力逐步显现、大规模“减税

降费”政策渐次落地以及土地市场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的宏观背

景下，政府“三本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财税改革发展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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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决议的有关情况

2019年，我们按照区十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和

区十六届人大财经委的审查意见，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及

《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

见》，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着力深化财

税改革，聚力增效，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

1、加强财税政策引导，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面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减税方面，严

格执行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退还新增留抵

税额等增值税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

增加个人所得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等。在降费方面，降低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

收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围绕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这一主要目

标，通过积极发挥政策合力，用政府的“紧日子”换取企业的“好

日子”。

二是聚焦产业能级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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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

修订的“3+5+X”产业政策体系（2019版），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

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全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兑现183394万

元；着力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产业

园区的资源优势和联动效应，支持中以（上海）创新园、上海

清华国际创新中心建设，有效发挥功能平台溢出效应，全年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兑现28413万元。2019年，在大规模实施“减税

降费”背景下，产业政策导向作用逐步显现，新兴产业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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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三大重点产业在区级税收中的比重达16.65%，较上年同

期上升2.68个百分点，对区域经济的贡献逐步提高。

三是着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修订《普陀区科技创

新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制定《普陀区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加快推进引导基金实质化运营，对长三角（上

海）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景数创投基金、联创君浙基金、

东方翌睿基金等完成实际出资 9000万元，着力提升社会资本与

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紧密度和契合度；进一步支持市级中小微

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扩大规模，对各类科技型和成长型，

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强，有效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的问题；持续深入开展“大

调研”走访，了解企业最真实情况，帮助企业解决最盼、最急、

最忧的问题。

2、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保障群众高品质生活

一是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围绕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

盼，统筹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正确把握和

处理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和质量民生的关系，聚焦民生“痛点”

补短板，确保各项民生保障政策落实到位，全年民生投入 980367

万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继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进

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支持托马斯实验学校、

甘泉外国语学校建设；推进“健康普陀”建设，坚持“共建共享、

全民健康”，推动健康服务策略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支持深化国家级安宁疗护试点，建立普陀特色医养结合

服务体系，继续推动三源路养老院、沪嘉北养老院等设施建设；

着力提升区域文化体育软实力，落实公益性文化体育场馆运行



— 4—

和开放，支持各类赛事成功举办，推进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

区图书馆功能提升和整体更新等项目建设。

二是重点领域保障力度继续加强。坚持“留、改、拆”并举，

着力为群众创造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居住环境，支持

打好旧区改造攻坚战，全年投入 223796万元，启动推进耕射里

等零星二级旧里以下地块的房屋征收；支持全面推进旧住房成

套改造，启动实施 297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全年投

入 53041万元，让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加快推进重点

地区建设，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全年投入 18999万元，启动

桃浦中央绿地二期、环华师大地区品质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建

设，重点地区开发建设步入新阶段；加大脱贫攻坚东西部协作

和对口支援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全年投入 13390万元，深入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协助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是城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围绕加强基层基础设

施建设，聚焦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等实事项目，分类分项做好

财政资金保障。大力推进“智联普陀城市大脑”、“雪亮工程”、“智

慧公安”等项目建设，进一步拓宽平台应用场景和服务范围；全

面建成并做强 25个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支持城区管理力

量在片区的整合和统筹，一站式满足居民养老、就医、助餐、

托育、文化活动及社区事务受理等需求；贯彻落实《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支持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提升生

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深入巩

固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成果，建立“拆、建、管、美”常态

长效机制；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全年投入 126197万元，

用于各类道路建设、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雨污混接分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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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景观道路和绿地建设等，以高品质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3、做优“紧平衡”，提升资源高效率配置

一是严格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进

一步硬化预算约束，除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外，年度中

新增支出需求原则上全部通过各部门预算总额内调剂解决；坚

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

经费及会议费、差旅费、劳务费等，在年初一般性支出压减5%

的基础上，全年再压减10%；按项目实施进度和实际用款需求

组织预算执行，对于年度中确实不再需要拨付的财政资金，严

格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对预算总额进行调减，统筹用于其他亟需

资金支持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二是着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落实《普陀区关于建立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的方案》，全面摸清地方政府家底，

厘清国有资产管理机制，采取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相结合的方

式，向人大和社会交出国有资产“明白账”和“放心账”；依托“普

陀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物仓管理系统”，实现全区行政

事业性房屋资产“公物仓”全覆盖、全纳入，并对“入仓”资

产进行统一管理、分类处置，聚力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

三是有效发挥财政绩效管控作用。制定《上海市普陀区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不断完善预算绩效管

理制度框架；绩效管理范围从单一的项目评价向部门整体支出

预算绩效管理拓展，从一般公共预算向政府“三本预算”拓展；

着力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绩效

目标申报实行全覆盖，绩效跟踪扩大至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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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绩效后评价达到上年项目支出的 53.6%，财政选择 25个

民生相关、区委区政府重点关注的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加强结

果应用，建立健全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加大财政绩效信息公开力度，试点选取重点绩效评价报告提交

人代会审阅，以监督促增效。

4、深化财政改革攻坚，实现财政高效能管理

一是夯实财政管理的制度基础。加大三本预算和部门结转

资金的统筹联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至一般公共预算

的比例由 28%调高至 30%；结合 2020年预算编制，坚持有保有

压，全面落实“零基预算”理念，切实打破和摆脱预算安排中的

“基数”依赖，着力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建立健全区

级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体系，修订《普陀区基本建设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及《普陀区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监理管理办法》，

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2019年 1月 1日起，全区行政事业单位

全面实施新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加快构建统一、科学、规范

的政府会计核算体系，为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奠

定坚实基础。

二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开

好“前门”、严堵“后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开

展多轮排查清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着力加强政

府债务预算管理，新增债券资金向在建、续建公益性项目倾斜，

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统计监测体系，完

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切实防范债务风险；稳妥推进地方政

府债券存续期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地方债信息透明度，

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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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高财政管理信息化水平。持续推进非税收入“一网通

办”公共支付平台运作，让政府各项管理更智能、各类服务更便

利；积极开展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试点，加快推进实现电子票

据全流程管理无纸化；全面实现区本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

理，通过推广预算单位自助柜面系统安装运行，逐步实现“足不

出户”、“全天候”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

率。

四是加快构建“阳光财政”。积极配合人大开展“预算审查监

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有关工作，在收支预算编制、部

门预算管理等方面，逐项梳理计划审查的基础信息和重点事项，

进一步细化报送内容；制定《普陀区财政信息公开基本目录》，

在 2018年度决算公开中新增公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资产

负债情况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表》等，主动接

受人大和社会监督；切实严肃财经纪律，着力强化部门内控管

理，有效防范业务和管理风险，从管理源头和制度层面切实把

财经纪律和各项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二）2019 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财政总收入3285737万元，同比下降8.21%，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区级财政收入）1100717万元，同比下降

3.49%1，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加上市财政补助净收入606243

万元（其中，市对区转移支付427838万元），调入资金4505万

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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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区级财政收入增

幅由年初预算 5%调整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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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中央及市财政专款上年结转收入59527万元，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106974万元（其中，区本级87400万元，镇级19574

万元），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62000万元，收入总量

（即可用财力）为203996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8920万

元，同比下降11.65%，完成调整预算的98.08%，加上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82334万元，当年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5952万元，中央及市财政专款结转下年支出92760万元，支出

总量为203996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根据本区区与镇财政管理体制结算，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100717万元，加上市财政补助净收入606243万元，调入资

金4505万元，中央及市财政专款上年结转收入59527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7400万元，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62000万元，减去区与镇财力结算补助净支出153426万元，区

本级收入总量（即可用财力）为1866966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1625920万元，同比下降11.69%，完成调整预算的

97.89%，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82334万元，当年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5952万元，中央及市财政专款结转下年支出

92760万元，区本级支出总量为1866966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预算执行中，根据《预算法》规定，区财政局两次编制本

级预算调整方案，提交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和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预算调整后，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总量由年初预算1663813万元调整为1779380万元，支出总量

2、根据文件规定，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规模超过该项基金收入的 30%部分应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使用，应调入资金为 75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收入的 30%应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2019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512万元，应调入资金为 3754万元，两项合计 45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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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年初预算1663813万元调整为1779380万元。

（1）收入科目执行情况

增值税 32197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7.32%。

企业所得税 15183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2.18%。主要是

企业利润少于预期。

个人所得税 7363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19%。

城市维护建设税 43366万元，完成预算的 83.4%。主要是“减

税降费”效应进一步显现，附加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相应减少。

房产税 64293万元，完成预算的 84.6%。主要是“减税降费”

效应进一步显现。

土地增值税 106605万元，完成预算的 71.55%。主要是受房

地产市场宏观政策影响，预缴土地增值税减少。

契税 135579万元，完成预算的 80.56%。主要是土地出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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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相应减少。

其他各税 33400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53%。

非税收入170034万元，完成预算的246.43%。主要是存在一

次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入上缴因素。

（2）支出科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022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1.65%。

主要用于：安排人大、政协履职，行政机关日常运行，市场监

管等相关经费。

国防及公共安全支出 15226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72%。

主要用于：国防及政法部门的日常运行和办案经费；民防工程建

设和使用管理；“雪亮工程”、“智慧公安”等项目建设及运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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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中央绿地二期新建工程等。

教育支出 32117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7.72%。主要用于：

教育事业日常运行经费；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学前教育经费；甘

泉外国语中学（宜川校区）改扩建，万里城实验幼儿园（万泉路

分园）新建，金鼎学校（桐柏校区）、曹杨实验小学、长风四村

南块幼儿园等学校大修加固工程建设；教学专用设施设备购置；

护校特保经费；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职工职业培训补贴等。

科学技术支出 3611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5.51%。主要用

于：科技管理部门的人员经费及日常运行等经费；科普经费；

张江高新区普陀园、科技创新、专利资助等专项资金；上海市中

小企业发展区级匹配资金；政策性担保贷款贴息贴费等。低于预

算主要是上海市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工业控制安全创新服务两

大功能型平台市级资金尚未到位，区级匹配资金相应延迟拨付。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46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51%。主要用于：旅游业管理与服务经费；各类群众性文化

活动及全民健身活动；群众性体育比赛及重大赛事；公益性文化

体育设施运营及维护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241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7.78%。

主要用于：特定群体就业、万人就业、创业带动就业和农民工

技能安全培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支内回沪人

员政策性救助；老年综合津贴、居家养老补贴；双拥事业；退役

士兵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含退休士官）安置；残疾人事业

和红十字会事业发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

卫生健康支出 12111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04%。主要

用于：城镇居民医疗补贴；市民医疗互助帮困补贴；各类基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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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新建大修及设备购

置；公立医院降低药品加成补偿；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

幼保健、预防性体检；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等。

节能环保和农林水支出 3195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12.34%。主要用于：节能减排事务；水质监测服务；扬尘污染

防治实时监控设备运行；重点地区区域降尘巡检、土壤污染治

理；中小河道综合治理；苏州河堤防维修、金昌河新建工程等。

高于预算主要是增加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水利建设、中小锅

炉提标改造等市级专项补助资金。

城乡社区支出 4051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48%。主要

用于：街镇社区管理及服务经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经费，

包括金昌路、交通路道路改扩建，真华路、真光路、静宁路、

桃浦西路等道路新建，城市道路维护管理，垃圾清运及处置，景

观灯光建设维护，公共绿地建设与调整改造等；城市规划研究、

地块控制规划性调整；部分区域雕塑设计与制作等。

交通运输支出 3720万元，完成预算的 115.53%。主要用于：

各类道路建设市级专项补助资金。高于预算主要是增加桃浦西

路新建工程市级专项补助资金。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7442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62%。

主要用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日常运行经费；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等。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7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69.2%。主要

用于：标准化菜场二次改造；菜价通及菜价追溯系统维护等。

低于预算主要是调减标准化菜场二次改造、蔬菜进社区等项目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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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出 34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6%。主要用于：

金融办人员经费及日常运作；金融风险防范及专项整治；金融

业务指导及宣传；机构专项检查；金洽会参展等。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2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13%。主要用于：房屋土地管理部门日常运行经费；群租综

合整治等。

住房保障支出10175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1.63%。主要用

于：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旧住房成套改

造；小区环境综合整治；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消防实事工程等。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72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93%。主要用于：消防相关人员经费及日常运作，消防装备

购置及维护；安全生产监管，应急管理等。

其他支出及债务付息支出2774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46%。主要用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等。

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对预算执行中难以预见的支出，

动用预备费予以安排。2019年区本级预备费预算49000万元，主

要用于因政策性因素新增的各类基本支出、机构改革新增单位经

费、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智能安防项目建设、卫生健康系统临床

优势学校特色专科建设等经费支出，已根据《2019年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的有关规定归入上述相应支出科目。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19年，全区“三公”经费4087万元，比预算数减少844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948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976

万元；公务接待费163万元。主要是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的有关要求，严控“三公”经费，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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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部分出国（境）团组，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进一步规范公

务接待活动。

区本级“三公”经费3994万元，比预算数减少798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948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899万元；

公务接待费147万元。经统计，区本级因公出国（境）团组数62

个，因公出国（境）267人次；公务用车购置数58辆，公务用车

保有量690辆；国内公务接待4405批次、51329人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513856万元，同比下降63%，完成

调整预算的93.24%，加上市财政补助净收入97932万元，上年结

转收入26149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43000万元，减去

调出资金751万元，收入总量（即可用财力）为1015535万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939113万元，同比下降58.93%，完成调整预算的

94.51%，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60000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16422万元，支出总量为101553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执行平衡。

预算执行中，根据《预算法》规定，区财政局两次编制本

级预算调整方案，提交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和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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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47 万元，支出总量由

年初预算 1356880万元调整为 1053647万元。

（1）收入科目执行情况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45134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66319万元。

彩票公益金收入 2403万元。



— 14—

（2）支出科目执行情况

城乡社区支出 857490万元，主要用于：旧区改造和土地收

储项目 806148万元（包括零星二级旧里以下地块房屋征收，海

生涂料、乐凯纸业、槎浦新家园、金盛好来福家居市场等地块

土地收储，红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47516万元；廉租住房租金补贴 3767万元；地块环境调查

费等其他零星费用 59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 77925万元，主要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付息。

其他支出（彩票公益金支出）3698万元，主要用于：居家

养老服务、养老床位补贴、全民健身等。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2513万元，同比增长10.6%，

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5428万元，减去调

出资金3754万元，收入总量（即可用财力）为14187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支出4377万元，同比增长3.35%，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加上结转下年支出9810万元，支出总量为14187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按区属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30%比例

收缴的国资收益；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主要用于：国有企业增资

4000万元，台钳厂人员经费等其他零星支出377万元。

预算执行中，根据《预算法》规定，区财政局编制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提交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批准。预算调整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由年初预算 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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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调整为 14187万元，支出总量由年初预算 9892万元调整为

14187万元。

4、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9年，我区政府债务年初余额为2972055万元，当年市财

政转贷债券额度30500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额度185000万元，

主要用于曹杨粘合剂厂、海生涂料和乐凯纸业地块土地收储项

目、城市维护项目建设、社会公益类项目建设等；再融资债券

额度120000万元，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142334万元（其

中：通过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120000万元，通过预算安排偿还

本金22334万元），截至2019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3134721

万元，严格控制在市财政局向我区下达的、报经第十六届区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债务限额3512000万元内。

2019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

是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区人民团结奋斗

的结果，也是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们指导监督、大力支持的

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和财政管理还面临

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是财政收入增长显著放缓，支出刚性持续

增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明显加大；二是与预算审查监督重点

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相适应的预算制度改革有待进一步深

化，预算编制质量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三是政府资金与资产

管理有机结合的统筹协调配置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财政绩效

评价的结果运用有待进一步拓展。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切

实增强对标、对表意识，勇于直面问题，花大力气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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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预算收支执行的具体明细情况详见附表及说明）

二、关于2020年预算草案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普陀基本建成“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

之年。我们要切实把握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稳增长的硬任

务落实好促发展的硬道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

上推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2020年，我区财政收支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

和十届区委八次全会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实施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不断强化“四大

功能”，服务落实“五个中心”建设，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城区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城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力提效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创新完善

财政支持方式，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支持力度，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加快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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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拓展和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使财政收入质量不断提高，支出

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财政调控经济发展的手段更加灵活、更有

针对性，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

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围绕推动高质量集约化发展，将按照

以下原则做好 2020年收支安排。一是实事求是，尽力而为。在

确保财政收入预算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相适应的前提

下，充分考虑到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对财政收入的减收效应进

一步释放，加之外部环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区级财政收入预计实现 0.5%的小幅增长。二是统筹联动，

提质增效。做好政府“三本预算”联动安排，坚持盘活存量资金

与年度预算编制相衔接、坚持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与年度预算编

制相衔接，切实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工作落到实处，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通过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有效应

对“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减收影响。三是厉行节约，量力而行。

坚决落实过“紧日子”有关要求，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精打细

算，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一般性

支出大力压减，不必要项目坚决取消，新增项目支出从严控制。

2020 年，各部门在 2019 年支出压减规模基础上，进一步压减

10%；同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在 2019年度预算数基础上

压减 5%。四是全面绩效，约束有力。加快构建全覆盖的绩效管

理新体系，进一步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强化绩效评价结果

在预算管理全过程中的应用，切实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重要支出政策和主要保障事项

一是聚焦支持科创驱动战略，进一步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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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围绕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安排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32500万元，推动上海市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工业控制安全创新

服务两大功能型平台建设，进一步放大溢出效应；聚焦基础研

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培

育发展新动能；支持中以（上海）创新园和上海清华国际创新

中心两大战略平台建设，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围绕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61000万元，

强化智能软件、研发服务、科技金融这三大产业的主攻方向，

通过重点地区落地承载，推动产业上规模、出效益、快发展，

着力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推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水平不断提升。

二是聚焦支持民生持续改善，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继续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继续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力度，不断完善民生领域的制度建设，

安排民生保障资金 1018237万元。大力支持就业创业，落实新

一轮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政策，促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现代化，着力打造“教育强区”，推动万里实

验幼儿园等学校建设；大力支持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做好新增

养老床位、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及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建设等，有序推进养老服务补贴与长护险平稳衔接；大力支持

“健康普陀”建设，持续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力度，健全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支持桃浦老年护理院、中心医院急诊综合楼、

万里社区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大力支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继续推进区职工文体活动中心等项目建设。围绕“老、小、旧、

远”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支持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安排 43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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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启动泰来坊、西张家宅、沪太路 682弄等零星二级以下

旧区收尾工作，全面完成无卫生设施旧住房改造，实施 500万

平方米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新开工 10万平方米旧住房成套改

造，努力创造高品质宜居生活。

三是聚焦支持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

和精细化水平。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区为抓手，深化落实城市精

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打好环境改善“大会战”。着力提升市

容景观，安排 115972万元，高标准实施景观道路建设，同步提

升沿线绿化、灯光、店招店牌等，支持桃浦中央绿地、5A、6A、

金昌绿地等项目建设，补齐市政市容管理短板；扎实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安排 75456万元，推进长寿路等架空线入地和合杆

整治，北横通道、云岭西路排水系统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有序实施静宁路、常和路、武威路等道路新建和改建项目，提

升城区环境品质；不断提高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安排 14282

万元，统筹推进“智联普陀城市大脑”、“雪亮工程”、“智慧公安”、

“智能安防”等平台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让

城市更加有序、更加安全。

四是聚焦支持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促进宜居城市建设。

支持水环境综合整治，安排 20357 万元，深化落实“河长制”，

进一步加大对劣 V类水体治理的投入力度，结合苏州河环境综

合整治四期工程，加快推进苏州河岸线（普陀段）公共空间贯

通开放及景观提升；深入推进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安排 2319万元，支持节能降碳、大气污染减排，推动中小锅炉

提标改造等；支持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管理，安排 17526

万元，着力改善垃圾清运处置流程和机制，环境品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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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本预算总体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区级财政收入）1106200 万

元，同比增长 0.5%，加上市财政补助净收入 520000万元3，调

入资金 5340 万元4，中央及市财政专款上年结转收入 92760 万

元，以及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4200 万元，收入总量（即可

用财力）为 17485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19636万元，

同比下降 4.41%，其中：预备费安排 46982万元（区本级 43000

万元，镇级 3982万元），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8864

万元，支出总量为 1748500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根据本区区与镇财政管理体制结算，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106200万元，加上市财政补助净收入 520000万元，调入

资金 5340万元，中央及市财政专款上年结转收入 92760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4200万元，减去区与镇财力结算补助

净支出 165000万元，区本级收入总量（即可用财力）为 1583500

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54636万元，同比下降 4.38%，

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8864 万元，区本级支出总量

为 1583500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2020年，全区“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4710 万元，比 2019年

预算数同比下降 4.4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1110万

元；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323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 277

万元，“三公”经费总量及分项数均不超过 2019年预算数。

2、政府性基金预算

3、市财政补助净收入根据市财政局《关于提前告知 2020年市与区财力结算指标相关事项的通知》

下达数预安排。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收入的 30%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2020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预计 17800万元，应调入资金为 5340万元。



— 21—

2020年，政府性基金收入2002200万元，同比增长289.64%5，

加上市财政补助收入3366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6422万元，收入

总量（即可用财力）为2021988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718975

万元，同比增长83.04%，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303013

万元，支出总量为202198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政

府性基金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用于

旧区改造、重点地区土地收储、城市建设支出及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等。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7800万元，同比增长 42.25%6，

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9810万元，减去调出资金 5340 万元，收入

总量（即可用财力）为 2227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4462万

元，同比增长 1.94%，加上结转下年支出 17808 万元，支出总

量为 2227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国有资本经营

收入为按区属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 30%比例收缴的国资收益；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区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和能级

提升、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加强国资监管等。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区正积极向市财政局争取 2020年一

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转贷额度，后续将按照市财政局正式下达的

地方政府债券转贷额度情况，及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在提交

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后，相应增加支出预算安排。

（2020年预算收支安排的具体明细情况详见附表及说明）

5、根据土地预计出让情况，预计 2020 年区级土地出让收入完成 200 亿元，并按照“以收定支”
原则，相应安排支出。

6、根据国有企业经营状况，预计 2020年区属国有企业上缴国资收益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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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完成2020年预算任务

2020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继续

发挥财政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落实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局性、关键性工作，深化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财税

改革，牢固树立注重实效的观念，为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保驾护航。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提高城市经济密度

一是全力以赴组织财源税源。确保“减税降费”政策切实落

地，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动态跟踪，及时解决在政策落实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发挥创造性，极力促

成用政府收入的“减”最大限度换取社会活动和企业效益的“增”；

通过多部门联动协同，进一步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建设规模

体量大、成长性高、引领性强的产业集群，有效实现促产税、

调结构、出成果；着力提升楼宇园区能级，在楼宇面积落地率、

产业集聚度、单位面积税收产出提升上下功夫；做实区、街镇两

级招商引资和服务经济体制，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大非

税收入源头管控力度，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

二是紧盯财政扶持政策的实际效果。加强产业政策效益分

析，从资金兑现、管理、使用效益和增减因素等方面入手，综

合分析以前年度产业政策落实情况，为优化产业政策体系提供

依据，切实保证产业引导资金的精准投放并取得实效。

三是打造灵活多样的财政支持方式。切实针对不同企业不

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开发运用新型财政政策工具，精准对

接，有效发挥科创引导基金的撬动功能、科技创新券的激励功

能、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增信服务功能，找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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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点，打好“组合拳”，加快培育和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二）着力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一是强化预算约束。围绕强化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预算的

约束、批复预算对预算执行的约束，聚焦重点领域，加快推进

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年度预算的前瞻性、科学性

和准确性；围绕加快构建政府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有机结合

的“三资”统筹调剂安排机制，继续稳步推进公物仓管理机制改

革，坚持“给资金”与“调资产”相结合，充分发挥公物仓的调余补

缺功能。

二是实现项目精细化管理。加快项目库建设，研究相关管

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规范入库程序，将政策研究、方案论证、

行政决策等过程作为项目入库的重要环节，全面充实项目信息，

推进项目储备常态化，实现项目库滚动管理；牢固树立“不评审

不入库，不入库不安排预算”的基本理念，推进项目管理向前端

延伸，逐步建立以项目库建设为基础和前提的部门预算编制新

机制，实现预算资金的精细化管理；优化基建项目管理，严格

执行《普陀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及六个配套制度，

逐步细化实施细则，确保以制度促规范、以制度促管理；从基

建项目前期评审、执行跟踪监管、竣工决算审计等各环节入手，

形成管理闭环，实现对基建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

督管理。

三是积极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改革。围绕“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目标，加快构建“预算决策有评估、预算编制

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

的预算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强化责任约束、流程约束、指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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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激励约束，以问题为导向，以应用为目的，促进预算绩效

管理规范化、常态化、法治化，切实发挥绩效管理在推动财政

资金聚力增效上的作用。

（三）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持续推进财政法治建设

一是深化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非税收入“一网

通办”公共支付平台运作，选取普陀区中心医院开展医疗收费电

子票据试点工作；将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推广至镇级

预算单位，并适时推广自助柜面系统，构建高效率和高效益的

财政国库运行机制；选取部分预算单位开展差旅电子凭证网上

报销改革试点，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二是进一步构建以预决算公开为核心内容的财政公开新机

制。进一步推动区级预算单位预决算细化公开，着力加强对镇

级预决算公开的业务指导，完善信息公开方式，提高信息公开

质量；加快推动预算联网监督迈出实质性步伐，通过加强系统

建设，建立健全与区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的信息共享工作机

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

政策拓展”有关要求，改进预算编制，不断增强预算法制理念，

规范支出行为。

各位代表，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

受人大、政协的指导监督，主动迎接挑战，奋力攻坚克难，不

断开拓进取，围绕“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

目标，竭尽全力创造新时代新篇章。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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