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 31 次会议文件（5） 

 

 

关于上海市普陀区 2019年决算和 
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 2020年7月24日在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黄继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区第十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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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普陀区 2019 年度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区人大常委会安排，受区人民政府委托，

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普陀区 2019 年决算报告和决算草案，

请予审议。同时，简要报告今年上半年预算执行、财政重点工

作推进落实情况以及下半年工作的初步安排。 

一、关于2019年“三本预算”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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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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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以稳增长的硬任务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硬道理。在此基础上，政府“三本预算”决算情况总体平稳，

财税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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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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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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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3.49%，完成调整预算的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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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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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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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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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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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决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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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年初预算1663813万元调整为1779380万元。 

全区及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数，与向区第十六届

人大第六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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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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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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及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022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1.65%；

区本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914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0.98%。 

国防及公共安全支出15226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72%；

区本级国防及公共安全支出 15020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96%。 

教育支出 32117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7.72%；区本级

教育支出 319227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06%。 

科学技术支出 36119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5.51%；区本

级科学技术支出 28532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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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级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2933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3.2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241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7.78%；

区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778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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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支出 12111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04%；区

本级卫生健康支出 119401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1%。 

节能环保和农林水支出 3195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12.34%；区本级节能环保和农林水支出 24519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12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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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

级城乡社区支出 37277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81%。 

交通运输支出 372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5.53%；区本级交

通运输支出 372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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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级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2502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9.11%。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7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69.2%；区

本级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7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69.2%，低

于预算主要是根据项目进度据实拨付标准化菜场二次改造等

项目经费。 

金融支出 34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6%；区本级金融

支出 34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2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13%；区本级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20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05.13%。 

住房保障支出10175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1.63%；区本

级住房保障支出10107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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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72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93%；区本级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724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103.93%。 

其他支出及债务付息支出2774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46%；区本级其他支出及债务付息支出27749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1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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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决算情况 

2019年，全区“三公”经费决算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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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厉行节约的有关要求，严控

“三公”经费，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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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决算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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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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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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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决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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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数，与向区第十六届人大第

六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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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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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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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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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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数，与向区第十六届人大

第六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一致。 

（四）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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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财政存量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消化存量资金119967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市中

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第二轮出资7356万元，区机管局

行政服务中心回购及装修项目20632万元，区房管局旧住房修

缮及成套改造等项目29928万元，2017和2018年度已办理政府

采购手续的结转项目60301万元。 

上述2019年全区和区本级“三本预算”收支科目的预算数、

决算数，具体详见《上海市普陀区2019年全区及区本级决算（草

案）2020年1-6月收支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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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年预算执行成效 

2019年，我们按照区第十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有关决议

和区第十六届人大财经委的审查意见，认真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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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

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财税改革攻坚，有力有效地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要务，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 

一是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严格实施增值税

改革各项举措，全面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在减轻实体经济负担、激发企业活力、

稳定市场预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聚焦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按照新修订的

“3+5+X”产业政策体系（2019版），全年投入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183394万元，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着力提高政策的

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全年投入科技发展专项资金28413

万元，有效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的资源优势和联动

效应；支持区产业创新中心建成开放，对彰显普陀产业“名片”、

打响普陀产业“品牌”具有重要意义；支持市级中小微企业政策

性融资担保基金总量扩大，进一步向有优势、有潜力的科创企

业聚焦发力，全年完成担保贷款61000万元；持续深入开展“大

调研”走访，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提振信心。 

（二）围绕创造高品质生活，聚焦支持补短板强弱项 

一是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全年民生领域支出 98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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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突出普惠均衡，保障教育、卫生、养老、社会救助等民

生政策落地实施，支持托马斯实验学校、三源路福利院、职工

文体活动中心等项目开工建设。多措并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启动耕射里等零星二级旧里以下地块的房屋征收；全面推进旧

住房成套改造；全面实施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支持各类保障

性住房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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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是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结合加快推进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持续支持“智联普陀城市大脑”、“雪亮工程”、“智

慧公安”等项目建设。支持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包括

配合实施北横通道、武宁快速化改建等市政重大工程建设，以

及雨污混接分流改造、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架空线入地及合杆

整治工程等项目建设。支持高品质建设桃浦中央绿地，长风 5A、

6A 等公共绿地以及各类景观道路。支持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有效破解建筑（大件）垃圾清运难题，不断巩固生活

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成效。 

（三）围绕优化财政资源配置，聚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一是做好财政“紧平衡”收支管理。严格落实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及会

议费、差旅费等，在年初一般性支出压减5%的基础上，各部门

进一步加大压减力度，全年压减幅度达10%，压减下来的资金

统筹用于其他亟需支持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二是建立完善资产管理机制。全面摸清国有资产家底，建

立完善国有资产向人大报告工作机制；组织本区 2018 年度公

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编制，为“三资”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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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配置奠定基础；依托“公物仓”系统，全面实现全区行政事

业性房屋资产纳入“公物仓”管理，并对“入仓”资产进行集中统

筹调剂，促进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 

三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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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列文件，逐步构建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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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绩效目标申报全覆盖，绩效跟踪扩大至部门

预算项目支出的 80%，绩效后评价达到上年项目支出的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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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绩效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增强，试点选取重点绩效评

价报告提交人代会审阅，主动接受监督。 

（四）围绕提升综合管理水平，稳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 

一是夯实财政管理制度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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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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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明

确职责分工，强化对基建项目资金全过程的把控；发挥政府采

购政策的导向功能，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预留的采购份额达到 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

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通过全面实施新的政府会计准则，不

断夯实部门预决算管理、资产管理和内控机制建设的基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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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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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财政电子票据应用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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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积极配合人大开展预算审查工

作，不断改进完善预算编制工作，推动预算联网监督迈出实质

性步伐，建立健全与区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的信息共享工作

机制；制定《普陀区财政信息公开基本目录》，新增公开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资产负债情况表》，首次披露地方

政府债券存续期信息，政府信息透明度不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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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预算执行和财政改革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结合

2019 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的审计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

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需求保持旺盛，收支矛盾进一步加

剧，“紧平衡”特征日益凸显；二是预算安排中的“基数”依赖尚

未完全改变，“三本预算”和存量资金的统筹安排有待进一步加

强；三是预算安排与审计整改落实情况、绩效结果运用有待进

一步深化推进；四是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破解之道，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三、2020年上半年“三本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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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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领导下，主动将财政工作

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和谋划，加力提效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攻坚克难推进区第十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努力克服疫情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半年，

区域经济发展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财政总收入完成 1628176 万元，同比下降 15.39%，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区级财政收入）完成 562427 万元，

同比下降 7.92%，完成年初预算的 50.8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776522 万元，同比下降 11.35%，完成年初预算的 45.16%

（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91996 万元，镇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4526 万元）。 

从收入情况看，2019 年 4 月起实施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带来的减收效应持续释放，给 2020 年收入带来翘尾因素，

同时，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出现持续下

滑，收入形势更加严峻。全区各部门努力从危中寻机，发现和

把握经济发展新机遇，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预计将达

91%，较上年同期提高 1.46 个百分点。智能软件、研发服务、

科技金融三大重点培育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区级税收贡献度达

16.53%，互联网生活服务、生物医药、在线游戏、电子竞技等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从支出情况看，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强化“提质”要

求和“增效”导向，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坚

持节用裕民，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上半年，全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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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支出 445603 万元，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支持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持预算安排到位、资金拨付到位，上半

年累计投入 12942 万元；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当前经济工

作最确定的事，积极贯彻落实“普陀十二条”和“普陀新九条”，

于 2020 年 2 月底前拨付 2019 年度政策性扶持资金，较往年提

前一个月，并提前兑现今年一季度扶持资金，上半年累计拨付

产业发展专项和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145088 万元，精准对接企

业复工达产需求。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835492 万元，同比增长

248.89%，完成年初预算的41.73%；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754375

万元，同比增长 84.13%，完成年初预算的 43.89%。 

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来源于

红旗村地块、564 坊地块等。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用于：沪太

路 682 弄、西张家宅、泰来坊房屋征收，桃浦中央绿地二期建

设，百联集团、贵稀金属厂、傣家村等地块收储，专项债券付

息等。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1481 万元，同比下降

63.23%，完成年初预算的 8.32%；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尚未发生。 

四、2020年上半年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在

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积极

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勇担使命，彰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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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 

一是强化财政收入管理。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力组

织财政收入并统筹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为全区

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和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千

方百计组织财源税源，各经济部门加强沟通和协作，及时把握

经济形势和财政运行趋势变化；深入挖掘非税收入潜力，积极

拓宽渠道，确保应收尽收；加快推进闲置房产处置，将市场化

处置收益作为非税收入的重要补充。 

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落实企业扶持政策和针对疫

情的各项惠企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复市跑出“加速度”，为涵养税源打实基础。进一

步深化完善市区两级融资担保协同推进机制，精准靶向缓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助力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新高地。

支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推进建设中以（上海）创新

园、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两大战略平台，全面深化科创驱动

转型。 

（二）持之以恒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一是将“过紧日子”的要求切实贯彻和体现到财政工作的

全过程。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结构和方式，组织各区级预

算主管部门统一按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的10%对部门预算作进

一步压减，共计压减49292万元。压减下来的资金用于保障和

改善民生、疫情防控、具有乘数效应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基础设

施补短板等重点领域，用政府“过紧日子”换取市场主体和老百

姓过好日子。 

二是坚持内向挖潜，积极有效盘活存量。进一步落实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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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强化政府“三本预算”的统筹、当年预算

与历年结余的统筹。全面清理预算单位财政性结转结余资金，

预计收回 13019 万元。对全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格加强审核

和清理，有效促进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改革、编外人员管

理有机结合。着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对旧区改造、土地收储

以及国资收益等历史性沉淀资金进行全面梳理，将各类沉淀资

金应收尽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重要抓手，应对财政收支

矛盾。逐步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并延伸到基层单位

和资金使用终端；试点对绩效目标进行批复，完成区本级一级

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目标批复工作。建立健全部门自评与外部评

价、财政重点评价与再评价相结合的多层次绩效评价体系。抓

好绩效问题整改，进一步健全完善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改进

管理、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促进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三）凝心聚力深化财政改革攻坚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流程规范。制定《普陀区部门预算调

整管理办法》，调整预算追加方式，通过强化预算约束、优化

预算管理，提高部门预算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

修订《普陀区预算单位支出执行进度考核办法》，充分结合当

前收支新形势，优化评分方式和指标设置，增强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制定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配套实施细则，

实行财务监理财政委派制度，对基建项目进行全过程的资金监

控、财务管理、投资控制和绩效评价，依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二是开展财政中长期规划研究。编制2020-2022年中期财政

规划，重点围绕未来三年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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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预测财政收支情况，不断增强财政预算的前瞻性和可持续

性。开展财政“十四五”规划研究，在前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各级政策和区情实际，研究“十四五”期间财力平衡方案，

深化财政重点领域改革研究，科学制定规划目标，明确重点任

务和举措。 

三是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创新思路，抢抓专项债

券发行政策“窗口期”，将符合政策方向、群众期盼迫切、自身

优势突出的老旧小区改造和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实事项目作

为申报重点，共获得279000万元专项债券支持，对缓解财政收

支平衡压力、扩大区域有效投资起到积极作用。 

四是完善公共财政管理基础。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

化改革，镇级预算单位全面上线，实现区镇两级电子化管理全

覆盖，并适时推动自助柜面系统上线使用，加快建立安全、高

效、便捷的电子支付安全体系。积极推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

理改革试点，普陀区中心医院作为全市首批试点单位且唯一一

家区级医院已正式上线电子票据，将努力为电子票据改革提供

经验范本。正式编制2019年度政府财务报告，全面反映政府资

产负债和运行情况，提升政府财务管理水平。 

五、2020年下半年财政主要工作 

下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区第十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明确

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底线思维，切实

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扎实做好各项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力争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继续加快落实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和惠企政策，加强动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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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及时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堵点、痛点、难点问

题。支持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强势推进，围绕360华东大安全总

部、京东智能制造及数字化供应链产业园、阿里数字农业供应

链等龙头项目落地，全力推动数字经济谋篇布局。支持中以（上

海）创新园、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两大战略平台高举高打、

强势推进。用好“政府投资+市场资金”，发挥科创引导基金的

引导和杠杆作用，加快培育新增量、新动能。 

（二）进一步兜牢民生底线 

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支持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和疾病预防体系建设。支持推进教育、养老、文体等民

生实事工程建设，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支持打响“三旧”换

“三新”攻坚战，年内全面完成旧改地块征收，让全区二级以下

旧里“换新颜”，让最后129户居民告别“拎马桶”，舒心奔小康；

稳步推进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和旧住房成套改造，让更多老旧

住房“穿上新衣”。支持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不断探索城区治理新实践、新模式。支持全面提升城

区功能品质，加快建设“美丽普陀”。支持统筹推进全国文明城

区、国家卫生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工作，同向发

力、为民惠民。 

（三）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纵深发展 

结合2021年预算编制，试点开展重点预算项目前评审，推

进项目管理向前端延伸，逐步实现“预算前开展评审、评审后

纳入预算”。做实财政项目库，贯彻“不评审不入库，不入库不

安排预算”的基本理念，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千方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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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全年收支平衡，严格按照“过紧日子”要求，加大支出结构

调整力度，最大限度统筹各项资金。有效发挥“公物仓”制度优

势，加快建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统筹调剂配置使用新机制，推

进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 

（四）进一步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继续落实区人大推进实施预算联网监督工作，探索实施预

警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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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预算法制理念，规范支出

行为。积极落实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扎实做好2019年全区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

确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攻坚克难、善作善成，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