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文 件 ( 九 )

关于重庆市２０２０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重庆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重庆市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财政工作情况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面对国

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

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 “两点”定位、 “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 “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打

好 “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 “八项行动计划”,全力以赴战

疫情、战复工、战脱贫、战洪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全市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运行逐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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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稳定转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市财政认

真贯彻市委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预算决

议和市人大财经委审查意见要求,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

财、为民理财,稳步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第一,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在应对新冠疫情

冲击中发挥保障性作用.面对疫情带来的财政减收、艰巨繁

重的复工复产任务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持续加大财政逆周

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社会秩序稳步恢复.不折不扣落实增

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防疫物资进口关税等减免

政策,执行阶段性减免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行政事业

性收费等政策,全年预计新增减税超２００亿元,新增降费超

３５０亿元.兑现担保费补贴、周转金降费、贷款贴息、配套

费缓缴、促进消费等政策,建立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机

制,帮助企业共渡难关,支持复工复产、复市复消,保市场

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创新政府投融资模式,做好 “资金

池”与 “项目池”平衡对接,争取新增政府债券１２０１亿元,

比上年增加２５５亿元,筹措市级以上财政资金９２０亿元,支

持西部科学城、“两江四岸”核心区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建设.优化财税奖补政策,加大高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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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机构引进、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大数据、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汽摩、电子等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第二,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在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中发

挥支撑性作用.坚持优先保障、加大投入、强化监管,跑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后一公里”.围绕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 “回头看”、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安排市级以上扶贫专项资金５５亿元,支持区县整合涉农资

金１０３亿元,保障扶贫产业发展、贫困群众就业创业和基本

生活,预留政府采购预算资金购买贫困地区农副产品４亿

元,修订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完善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制

度体系,推进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管平台建设,全面实施扶

贫资金绩效管理,有力推动了决战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安排１８０亿元,推进广阳岛片区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建设,加快三峡库区生态修复和千里林

带建设,支持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探索建立长江流

域川渝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统筹促发展和防风险关系,采取发行再融资债券、债务

展期重组等方式,优化政府债务期限结构,确保偿债资金不

断链.严格落实债务违约风险管理机制,定期排查债务风

险,严肃查处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守住债务风险管控底线.积极应对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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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征地统筹费标准,采取竞争性存放、委托投资等方式,

促进社保基金和职业年金保值增值,确保社保待遇及时足额

发放.

第三,保障区县财政平稳运行,在兜 “六保”促 “六

稳”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面对疫情冲击,区县减收幅度较

大,收支矛盾突出,坚持把保区县财政平稳运行作为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优先项,努力稳住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争取抗疫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等

中央直达资金４０９亿元,出台直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加强

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全流程监管,确保资金直达区县基

层、真正惠企利民.建立区县预算审核、 “三保”评估、专

户调度等风险防控机制,１３个重点关注区县 “三保”财力

补助增长３０％,坚决兜牢区县 “三保”底线.坚持政府过

紧日子,区县参照市级做法,出台 “紧日子”相关举措,大

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为保障抗

疫、抗洪、脱贫、教育、卫生、环保等重点支出腾出空间.

(二)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和服务代表委员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市财政严格执行 «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

例»«重庆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各项规定,依法接受市人

大监督,主动服务代表委员履职,及时办理相关建议提案,

不断提升服务代表委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一是严格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按照市五届人大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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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议的要求,认真执行各项财政收支预算,落实财税改革

各项任务.出台市级支出项目预算标准管理办法,完善支出

标准体系.完成绩效管理基础制度建设,推动绩效管理扩面

提质,对２９个项目绩效实施重点评价,资金规模约３６０亿

元,较上年增长６０％以上.出台应急救援、交通运输、教

育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完成市级部门

所属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内控制

度建设、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灵活运用线上、线下监督平

台,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做好重大财税政策

落实、财政业务管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监督工作,进一

步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财会监督质量.

二是完善服务代表委员机制.制定 «重庆市财政局服务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暂行措施»,邀请代表委员参加预算评

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完善常态化服务代表委员机制.

定期通过 «重庆财政»«财政工作信息»,向代表委员报送财

政落实重大决策部署、预算收支执行、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

情况,内容涉及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三大攻坚战”等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及推动情况,便

于代表委员常态化了解、监督财政工作.

三是抓好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财政部门高度重视

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提案,把加强沟通联系作为办

理建议提案的必要环节,通过电话、信函、座谈、调研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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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代表委员 “一对一”谈问题,推动各项建议和提案的

办理.２０２０年,市财政局办理建议、提案共６４１件 (其中,

主办５７件、协办５８４件),推动解决了一批代表委员和群众们

普遍关心的脱贫攻坚、减税降费、援企稳岗等方面的问题.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５８８５ 总　　计 ５８８５

一、本级收入 ２０９５ 一、本级支出 ４８９４

　　税收 １４３１ 二、转移性支出 ９９１

　　非税 ６６４ 　　上解中央 ４９

二、转移性收入 ３７９０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２９３

　　中央补助 ２１６５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４５３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３０５ 　　结转下年 １９６

　　调入资金 ６６３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４５０

　　上年结转 ２０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０９５亿元,下降１９％.

其中,税收收入１４３１亿元,下降７２％ (扣除新增减税因

素后,全市税收增长 ３６％);非税收入 ６６４ 亿元,增长

１１９％.加上中央补助２１６５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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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及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

１１７５亿元后,收入总计５８８５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８９４亿元,增长１％.加

上上解中央４９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２９３亿元,以

及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等６４９亿元后,支出总

计５８８５亿元.

２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０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４００９ 总　　计 ４００９

一、本级收入 ７２３ 一、本级支出 １４４０

　　税收 ４７１ 二、转移性支出 ２５６９

　　非税 ２５２ 　　上解中央 ４９

二、转移性收入 ３２８６ 　　补助区县 １７３５

　　中央补助 ２１６５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９０

　　区县上解 １９２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５９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４２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３４６

　　调入资金 １４６ 　　结转下年 ９０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４５０

　　上年结转 ９１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２３亿元,下降６３％,完

成预算的１０３％.其中,税收收入４７１亿元,下降９％;非

税收入２５２亿元,下降０８％.加上中央补助２１６５亿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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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收入４５０亿元,以及区县上解、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６７１亿元后,收入总计４００９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４４０亿元,增长５９％,

完成预算的９５％.加上补助区县１７３５亿元、地方政府债务

转贷支出３４６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９０亿元,以及

上解中央、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等３９８亿元

后,支出总计４００９亿元.

(１)市级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方面支出合计６１亿元.其中,市级

支出６１亿元,下降１９３％,完成预算的９５％.主要用于:

保障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群团组织正常运转

及履行职能,促进监察监督能力建设.

———公共安全方面支出合计１１４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１０１亿元,下降６９％,完成预算的９４％;补助区县１３亿

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单位依法履

职,保障政法部门执法办案、应急处置、基础装备、信息化

建设,支持区县间法检单位支出保障水平均衡化,推动司法

救助体系和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公

平正义.

———教育方面支出合计２３０亿元.其中,市级支出１２２
亿元,增长１３％,完成预算的９３％;补助区县１０８亿元.

主要用于:及时足额保障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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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阶段生均公用经费和学生资助,支

持各级各类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公办幼儿园建设,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５０％,义务教育城镇 “大班额”基本

消除,支持做好新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保障,加大职业教

育 “双高”建设补助力度,推动高等学校 “双一流”建设,

落实教师工资待遇,推进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改善乡村教

师住宿条件.

———科学技术方面支出合计３２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２２亿元,下降２７２％,完成预算的９３％;补助区县１０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西部科学城、国家人工智能创新试验

区、环大学创新生态圈建设,兑现科技创新券、研发奖补、

院所绩效激励等政策,支持创新主体培育、科技平台建设和

改善创新生态环境.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材料、大

健康等领域 “卡脖子”技术,推动一批重点研发项目和重大

主题专项.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和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提高

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经费的占比.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设立２亿元区域创新发展基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支出合计２２亿元.其中,

市级支出１５亿元,增长３９％,完成预算的９１％;补助区

县７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全市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

乡镇文化站、社区 (街道)文化中心及博物馆、纪念馆、体

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支持实施惠民电影、戏曲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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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书香重庆”全民阅读等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文艺院团

改革发展,支持重点文物、革命遗址和传统文化遗产保护、

修缮和利用.实施文旅企业贷款贴息、电影纾困解难政策,支

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产.开展 “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活动,

大力发展线上数字文旅消费,持续培育文化旅游消费新亮点.

———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支出合计６８９亿元.其中,市

级支出５６１亿元,增长１０％,完成预算的９８％;补助区县

１２８亿元.主要用于:落实各类就业创业补贴,支持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全覆盖,按５％增幅上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将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人均每月提高１０元.将城乡低保标准

提高到每月６２０元、４９６元,将城乡特困人员保障标准提高

到每月８０６元,将集中供养和散居孤儿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

每月１４５６元、１２５６元.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６７亿元,月均

惠及１３０万困难群众.提高重点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优待补

助标准,落实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政策.支持残疾

人、红十字等福利、慈善事业发展.

———卫生健康方面支出合计２４９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５０亿元,增长３１２％,完成预算的８３％;补助区县１９９亿

元.主要用于:全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５７６名确诊

患者免费救治,对２３０万人次核酸检测给予补助,落实１７
万名一线医务人员待遇政策,开辟政府采购应急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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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供应,

推动发热门诊改造和应急医院建设.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推动医共体 “三通”建设试点覆盖２５个区县.深化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提标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到每人每年５５０
元,推进西南片区门诊医保直接结算,方便群众就医报销.实

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等疾病预防控

制.保障健康中国重庆行动方案实施,不断完善健康服务体系.

———节能环保方面支出合计１０３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４６亿元,增长１６７％,完成预算的９８％;补助区县５７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削

减大气污染物排放,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饮用水源地

保护,稳步推进土壤污染地块治理修复试点与示范.支持推

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补助２９０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垃圾集中

处理.支持节能减排,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引导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快绿色产业发展.支持

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支持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动

环境检测、科研分析、应急处置及环保信息化等项目.认缴

出资１０亿元参与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推动金融和社会

资金增加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投入.

———城乡社区方面支出合计１２８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１２１亿元,下降１８８％,完成预算的８０％;补助区县７亿

元.主要用于:保障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两江四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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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等专项规划编制.推动市级重点项目建设,支持城市道

路、桥梁、隧道、山城步道建设,完善主城区次支路网、人

行过街设施、公共停车场,打通未贯通道路,改善路网结构

和交通微循环.深入开展特色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助推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市级示范点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示范建设.

———农林水方面支出合计３１４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４７亿元,增长３６２％,完成预算的９７％;补助区县２６７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１１个区县开展乡村振兴试验示范,集

中打造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建

设高标准农田１６５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５０万亩、

修复灾毁农田２７万亩.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建设,出台市级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政策,推动农

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加快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等一批大中型

水库建设,加强对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加

大对智慧河长平台建设的支持,做好长江干支流综合治理、

防洪及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支持推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推

进缙云山生态环境整治.开展林长制工作,推进林业 “三

变”改革,探索 “林票”制度实现路径.

———交通运输方面支出合计２２１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１５１亿元,增长１５３％,完成预算的１００％;补助区县７０亿

元.主要用于:保障市级重点交通项目和行业履职能力建

设,补助 “四好农村路”、区县公路、水路、民航建设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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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推进市级重点交通项目前期工作.支持中欧班列 (渝新

欧)、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水运等重要通道运行,助推打

造国际物流枢纽.

———产业发展方面支出合计６１亿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

息、商业服务业、金融、粮油物资储备四个科目之和).其

中,市级支出３３亿元,下降７１％,完成预算的９４％;补

助区县２８亿元.主要用于:支持智能制造,举办线上智博

会,实施１２０１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支持举办中新金融峰会

和国际创投大会,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动集成电路、５G、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重点

行业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发

放低利率创业担保贷款８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９０％.给予中

小外贸企业贷款贴息,发放消费券,促进消费市场恢复.支

持粮库建设,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全面保障抗疫防护物

资、粮油、成品油、电煤、食盐、猪肉、糖等政策性物资储

备,稳定市场供需.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方面支出合计３７亿元.其中,

市级支出２２亿元,增长６９７％,完成预算的９１％;补助区

县１５亿元.主要用于: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支持土地

资源利用与保护,开展耕地占补平衡与保护、农村土地整

治.支持开展地质矿产资源调查和矿产资源利用与保护.

———住房保障方面支出合计１１９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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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亿元,增长８６２％,完成预算的９３％;补助区县７１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旧房整治,开展城

市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试点,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

施.推进公租房配套建设扫尾工作,落实租赁补贴政策,保

障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实现住有所居.支持住房租赁企业筹

集房源、盘活闲置资产、规范化发展,保障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方面支出合计３０亿元.其中,

市级支出１０亿元,增长５９４％,完成预算的１００％;补助

区县２０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应急救援支撑体系建设、地

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加强重大安全隐患治理,提高安全监

管能力.保障洪水、干旱、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

人民群众生活补助,加强抗洪救灾物资供应,支持区县统筹

推进应急处置、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强监测预警、隐患

排查、灾后重建等工作.

(２)市对区县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市对区县转移支付共计１７３５亿元,占区县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５０％,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７２９亿元,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６２８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３７８亿元.

具体来看,主要是:安排４３５亿元用于补助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安排３２４亿元用于补助农田水利、脱

贫攻坚、生态保护等领域;安排２４７亿元用于补助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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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住房保障、产业发展等领域;安排７２９亿元财力性转移

支付用于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

２０２０年初,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２８６亿元.

年度执行中,动用２４２亿元用于平衡预算缺口,并按照相关

规定,通过统筹结转结余、零结转收回、基金调入等方式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５９亿元.２０２１年初,动用１７４亿元

用于平衡预算缺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１２９亿元.

２０２０年市级预算安排预备费２１亿元,动用９３亿元,

主要用于疫情防控、物资储备、临时价格补贴等;剩余

１１７亿元按规定全部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４４７３ 总　　计 ４４７３

一、本级收入 ２４５８ 一、本级支出 ３１３４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２２０２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０１５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３３９

　　中央补助 ２５０ 　　调出资金 ６１７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１２６２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２２１

　　调入资金 ９ 　　结转下年 ５０１

　　上年结转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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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４５８亿元,增长９３％,

其中:全 市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２２０２ 亿 元,增 长

１７１％.加上中央补助２５０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１２６２

亿元、调入资金９亿元,以及上年结转４９４亿元后,收入总

计４４７３亿元.

———全 市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３１３４ 亿 元, 增 长

２９５％.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２２１亿元,以及调出资

金和结转下年等１１１８亿元后,支出总计４４７３亿元.

２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０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３０５０ 总　　计 ３０５０

一、本级收入 １１５３ 一、本级支出 ６８９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１０２２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８９７ 二、转移性支出 ２３６１

　　中央补助 ２５０ 　　补助区县 ９８４

　　区县上解 ７５ 　　调出资金 １３５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１２６２ 　　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支出 ９０５

　　调入资金 ９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５３

　　上年结转 ３０１ 　　结转下年 ２８４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１５３亿元,增长２７％,完成

预算的１１１％,其中:市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１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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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１４１％.加上中央补助２５０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１２６２亿元,以及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和区县上解等

３８５亿元后,收入总计３０５０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６８９亿元,下降７％,完

成预算的８０％.加上补助区县９８４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转

贷支出９０５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５３亿元,以及结

转下年和调出资金等４１９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０５０亿元.

从项目看,市级政府性基金主要用于:

———土地成本支出２３８亿元,用于土地收储、拆迁补偿

和整治投入.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２２３亿元,用于支持轨

道交通环线、四号线、五号线、九号线和十号线等城市轨道

建设,加快重庆西站市政配套道路、曾家岩嘉陵江大桥、数

据谷北立交、渝黔复线连接道等项目建设,支持茶惠大道、

大学城复线项目新开工,保障公租房建设债务偿还.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２２７亿元,加快渝湘高

铁、渝昆高铁、重庆东站建设,推进郑万高铁、渝万高铁、

涪怀二线铁路项目,构建 “米”字型高铁网络.推动奉建、

大内、渝遂扩能等高速公路建设,支持城开高速、奉巫高

速、渝湘高速扩能,增加高速公路出省通道.支持建成巫山机

场、武隆机场,启动江北机场T３B航站楼和第四跑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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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０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１０３ 总　　计 １０３

一、本级收入 ９９ 一、本级支出 ５２

二、转移性收入 ４ 二、转移性支出 ５１

　　中央补助 　　调出资金 ４５

　　上年结转 ４ 　　结转下年 ６

　　———全 市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９９ 亿 元,下 降

２５２％.加上上年结转４亿元后,收入总计１０３亿元.

———全市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５２ 亿 元,增 长

１３３％.加上调出资金４５亿元、结转下年６亿元后,支出

总计１０３亿元.

２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０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４１ 总　　计 ４１

一、本级收入 ４０ 一、本级支出 ２９

二、转移性收入 １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２

　　中央补助 　　调出资金 １０

　　上年结转 １ 　　补助区县

　　结转下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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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４０ 亿 元,下 降

３６９％,完成预算的９９％,主要是市属重点企业上缴利润

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加上上年结转１亿元后,收入总

计４１亿元.

———市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２９ 亿 元,增 长

４５９％,完成预算的９３％.加上调出资金１０亿元、结转下

年２亿元后,支出总计４１亿元.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产业结

构调整和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执行数 支　　出 执行数

总　　计 １９３４ 总　　计 １９３４

一、本年基金收入 １９２９ 一、本年基金支出 １９３４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１３１０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１３５６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９２０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１０４０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８０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６２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３１０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２５４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５８９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５１０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３７６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３１３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２１３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１９７

(三)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１８ (三)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４７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１２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２１

二、动用上年结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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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市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１９２９ 亿 元,下 降

１３％.从 资 金 来 源 看,财 政 补 助 ６８１ 亿 元, 占 比 为

３５３％.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１０亿元,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收入５８９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１８亿元,工

伤保险基金收入１２亿元.加上动用上年结余５亿元,收入

总计１９３４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９３４亿元,增长６％.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３５６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５１０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４７亿元,工伤保险基

金支出２１亿元.历年滚存结余１７９８亿元.

(五)重点报告事项

１中央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市争取中央新增直达资金４０９亿元,其中,

特殊转移支付１４６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区县兜牢 “三保”底

线,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抗疫特别国债

１７１亿元,主要用于抗疫相关支出、公共卫生和物资储备基

础设施建设,解决基层特殊困难;正常转移支付８０亿元,

主要用于支持基层运转、教育、社保等政策性增支;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１２亿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和

疫情防控等.

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２０２０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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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７５４２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３０８６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４４５６亿元.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６７９９亿元,在核定

限额之内,按类型分,一般债务余额２６７９亿元,专项债务

余额４１２０亿元;按级次分,市级债务余额２０８６亿元,区县

级债务余额４７１３亿元;按财政部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办法计

算,我市２０２０年底政府债务率为８５％,低于警戒线,风险

总体可控.

２０２０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１６９６亿元,其中:新增债

券１２０１亿元,再融资债券４９５亿元.新增债券主要用于:

安排５４４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建设;安排２７６亿元用于

铁路、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安排１１４亿元用于保障性住

房,安排１９６亿元用于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安排７１亿元

用于生态环保、农林水利等.

２０２０年,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７２２亿元.其中:

市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２１０亿元;区县政府债务还本付

息支出５１２亿元.

各位代表,２０２０年是 “十三五”收官之年,全市财政

运行总体平稳,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有力

地推动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这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认真贯彻中

央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以及代表

委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回顾 “十三五”,面对严峻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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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市财政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年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充分发挥.通过制度性

安排与阶段性政策协同、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不

折不扣落实全面推开 “营改增”、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

得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低社保费率等系列政

策,“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超１８００亿元,以

短期财政收入的 “减”换长期发展势能的 “增”,有效减轻

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五年来,重大决策部署得到有力保障.围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深入实施 “三

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完善 “资金池”与 “项目池”

对接机制,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和政府债券,加

强 “资源、资产、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以来,筹集市级以

上资金约２７００亿元,保障了高速铁路、轨道交通、重大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了生态环保、脱贫攻坚等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

———五年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坚持

一般公共预算的８０％左右用于民生,办好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实事.学前教育普惠率达到８８３％,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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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９５％以上,城乡低保、特困、

孤儿等困难群体救助标准逐年提高,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

力逐步提高,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趋均衡.

———五年来,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成效显著.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渠道,创新政府举债融

资机制,健全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稳步推进政府债券发

行、使用、监管和公开等各项工作,全市累计发行政府债券

７６６８亿元,期限结构不断优化,债务利率明显降低,有力

保障了国家和市级重大项目资金需求,缓释了到期政府债务

还本压力.

———五年来,现代财政制度的框架基本建立.财税体制

改革纵深推进,预算管理更加科学规范,零基预算、零结

转、公开评审等制度持续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政府会计制

度改革全面实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改

革、税制改革、部分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有序推进.

市级部门所属企业集中统一监管、流域生态补偿等改革有效

落实,财政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经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财政工作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受新冠疫情、经

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我市财政收入面临较

大不确定性,预计 “十四五”期间,税收收入增速将呈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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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态势,新增可用财力有限.二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支持广阳岛、科学城、

“两江四岸”核心区和高铁、高速、轨道等重大项目建设,

落实人员待遇、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增支政策,都需要

加大财政投入,财政收支矛盾更突出、平衡压力更大.三是

“十四五”期间,一些区县将进入偿债高峰期,政府债务还

本付息负担重,举债空间收紧,加之土地收入下降、偿债来

源减少,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同时,一些区县支出结构不合

理,“三保”运行存在潜在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社

保基金减收增支压力加大,失业、工伤保险结余几乎耗尽,

医疗保险结余低于要求.四是一些部门资金闲置低效等现象

时有发生,过 “紧日子”的氛围还不够浓,部分项目支出绩

效不高,绩效理念尚未牢固树立,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财

政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差距.

三、２０２１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１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

大.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预计今年财政收入将呈恢复性增

长态势.全市财政将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落实市

人大决议,科学研判财政形势,合理编制财政预算,系统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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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财政工作,积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努力开创财政改革发展新局面.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２０２１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 “两点”定位、 “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 “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当新发展使

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巩固拓展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适度支出强

度,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全面落实党政机关要

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强化预算约

束和绩效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抓实化解地方隐性

债务风险工作,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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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二)２０２１年重点工作

一是抓好 “开源”,多渠道筹集财政资金.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扶持

大数据智能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税源新增长点.

统筹土地供应规模、结构和时序,加快重点区域优质地块出

让,增加土地出让净收益.通过加大公租房商业门面、轨道

交通上盖物业、国有企业股权等优质资产和资源的盘活力

度,从存量政府资产中挖掘潜力,为持续发展争取财力空

间.围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用好地方政府债券,积极争

取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和各类专项转移支付.

二是抓好 “节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加快推动 “紧

日子”的精准化、制度化,通过对支出标准的审核,对不合

理支出予以精准压减.下更大力气优化支出结构,严把预算

支出关口,深挖节支潜力.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

钩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深化政府投融资改革,充

分发挥重发、重铁等公司投融资作用,用好政策性贷款等金

融资源,综合运用 TOD、PPP等多种模式,吸引社会资本

和市场主体增加投入.

三是抓好 “保重”,稳投资兜底线.坚持把 “保工资、

—６２—



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摆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困难区县转移

支付力度,及时兑现养老、困难群众救助等提标政策.支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做好 “资金

池”与 “项目池”对接平衡,保障 “两江四岸”核心区、广

阳岛绿色示范、西部科学城和高速铁路、城市轨道、高速公

路等重大项目建设.

四是抓好 “增效”,持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深入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完善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全面推进预

算管理一体化改革,规范和统一预算管理业务流程、管理要

素、控制规则,以信息化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完善支出标

准体系,建立标准应用和调整机制.稳步推进生态环境、公

共文化、自然资源等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继

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五是抓好 “风控”,守住财政风险底线.持续优化政府

债务期限结构,做好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工作,定期开展债

务违约风险排查,强化违规举债追责问责,指导区县规范开

展债务展期重组,确保到期债务足额偿还.健全完善工资专

户制度,坚决兜牢 “三保”底线,督促区县优化支出结构,

腾退资金重点保障人员待遇、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

支出.加强与全国社保基金合作,委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

营,研究出台社会保障费管理政策,继续推进划转部分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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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增强社保基金可持续性.加强财政

监督,严肃财经纪律,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

(三)２０２１年主要支出政策

１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坚

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平

台、环境等领域的投入,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推动

西部科学城建设,支持两江协同创新区发展,推动高新区、

经开区和各类产业园区创新转型.运用科技研发补助、股权

投资奖励、科研贷等手段,支持中新数据通道、５G、工业

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扶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战新产业加快发展,支持构建 “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聚

集 “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塑造 “住业游乐购”全场景

集,加快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

升级.

２落实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川渝财政合作,创新政

府投融资模式,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协同协

作、生态环保联建联治、改革开放共促共进、城乡建设走深

走实、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打造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

圈.落实差异化财税扶持政策,支持构建 “一区两群”协调

发展格局,着力提升主城都市区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梯

—８２—



次推动主城新区和中心城区功能互补和同城化发展,扎实推

进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渝东南武陵山

区城镇群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

３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

“三农”财政投入,转变财政支农方式,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用好财政贴息、先建后补、以奖代补以及股权化改革等政策

工具,引导和撬动社会和金融资本,支持发展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加快美丽乡村、高标准农田、村级小型公益设

施、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建设.落实 “四个不摘”的要求,

保持财政主要支持政策和资金规模总体稳定,支持脱贫区县

乡村产业提档升级,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强化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４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和政府债券统筹力度,盘活 “资

源、资产、资金”,拓宽投融资渠道,用好用足项目资本金

政策,支持构建 “米”字型高铁网、航空枢纽网、航运网、

“８５０＋”城市轨道交通网、高速公路网、城市路网以及能

源、水利网.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市与区县支出责

任,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推进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加快长嘉汇大景区、长江文化艺术湾区、长江音乐厅、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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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等重大项目建设.

５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盘活

土地资源,拓展筹资渠道,支持广阳岛片区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示范建设,加快广阳岛生态修复二期、广阳湾生态修

复,打造 “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保持投入强度,继

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三峡库区

水污染联合防治、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深入推进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支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推动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

６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

先政策,统筹用好就业创业奖补政策,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

的帮扶,推动稳住就业基本盘.按照 “两个只增不减”的要

求,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支持改善各阶段办学条件,落

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强化公共卫生财政保障体制

机制,落实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政策,推动建设公共卫生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兑现养老、医疗、

困难群体救助等各项人员提标政策,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支持农村危旧房、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继续开展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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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支出政策中,涉及预算草案批准前必须安排的人

员、基本运转等支出,按照 «预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已

作相应安排.

四、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５４９１ 总　　计 ５４９１

一、本级收入 ２２００ 一、本级支出 ４７６７

　　税收 １５１７ 二、转移性支出 ７２４

　　非税 ６８３ 　　上解中央 ６１

二、转移性收入 ３２９１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６６３

　　中央补助 １６７０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３０６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６４４

　　调入资金 ４７５

　　上年结转 １９６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２２００亿元,增长５％,

其中,税收收入预计１５１７亿元,增长６％.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等３２９１亿元后,收入总

计５４９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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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４７６７亿元,加上上解

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７２４亿元后,支出总计５４９１
亿元.

２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１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３５１９ 总　　计 ３５１９

一、本级收入 ７６０ 一、本级支出 １５７１

　　税收 ５００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９４８

　　非税 ２６０ 　　上解中央 ６１

二、转移性收入 ２７５９ 　　补助区县 １２２４

　　中央补助 １６７０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９５

　　区县上解 １０３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５６８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７４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６４４

　　调入资金 ７８

　　上年结转 ９０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７６０亿元,增长５％,

其中:税收收入预计５００亿元,增长６％;非税收入２６０亿

元,增长３％.加上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资金、区县上解、地方政府债务收入等

２７５９亿元后,收入总计３５１９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１５７１亿元,加上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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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转移支付、上解中央、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地方政

府债务转贷支出等１９４８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５１９亿元.

３市级主要支出项目预算安排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１３０亿元.

———公共安全支出安排１０２亿元,补助区县９亿元.

———教育支出安排１２７亿元,补助区县９４亿元.

———科学技术支出安排２６亿元,补助区县４亿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１６亿元,补助区县

２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５０５亿元,补助区县１０３

亿元.

———卫生健康支出安排１８７亿元,补助区县５１亿元.

———节能环保支出安排４５亿元,补助区县３０亿元.

———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１０６亿元,补助区县４亿元.

———农林水支出安排２３亿元,补助区县１８９亿元.

———交通运输支出安排１４０亿元,补助区县１４亿元.

———产业发展等支出安排３７亿元,补助区县１９亿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安排２１亿元,补助区县

９亿元.

———住房保障支出安排４６亿元,补助区县３３亿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安排７亿元,补助区县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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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预备费安排２５亿元.

———债务付息、债务发行费等其他支出安排２４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１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３０５６ 总　　计 ３０５６

一、本级收入 ２０２０ 一、本级支出 ２０９２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１８００

二、转移性收入 １０３６ 二、转移性支出 ９６４

　　中央补助 ６８ 　　调出资金 ４２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４６７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５４３

　　上年结转 ５０１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２０２０亿元,其中:

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１８００亿元.加上中央提前下

达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和上年结转等１０３６亿元后,

收入总计３０５６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２０９２亿元,加上调

出资金及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９６４亿元后,支出总计

３０５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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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１８４７ 总　　计 １８４７

一、本级收入 １０２８ 一、本级支出 ６３３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８７０

二、转移性收入 ８１９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２１４

　　中央补助 ６８ 　　补助区县 ６０５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４６７ 　　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４４３

　　上年结转 ２８４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１００

　　调出资金 ６６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１０２８亿元,其中:

市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８７０亿元.加上中央提前下达

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和上年结转等８１９亿元后,收

入总计１８４７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６３３亿元,加上

市对区县转移支付、调出资金、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等１２１４亿元后,支出总计１８４７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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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１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１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９０ 总　　计 ９０

一、本级收入 ８４ 一、本级支出 ４１

二、转移性收入 ６ 二、转移性支出 ４９

　　上年结转 ６ 　　调出资金 ４９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８４亿元,加上上

年结转６亿元后,收入总计９０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４１亿元,加上调

出资金４９亿元后,支出总计９０亿元.

２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１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２６ 总　　计 ２６

一、本级收入 ２４ 一、本级支出 １４

二、转移性收入 ２ 二、转移性支出 １２

　　上年结转 ２ 　　调出资金 １２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２４亿元,加上上

年结转２亿元后,收入总计２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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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１４亿元,加上调

出资金１２亿元后,支出总计２６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２０２１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表

单位:亿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总　　计 ２２４０ 总　　计 ２２４０

一、本年基金收入 ２２４０ 一、本年基金支出 ２０６３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１５４０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１４６０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１１７８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１１１９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８２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６４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２８０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２７７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６５２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５５７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４３１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３４０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２２１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２１７

(三)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５ (三)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２５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２３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２１

二、本年收支结余 １７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２２４０亿元.其中: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１５４０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６５２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２５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２３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２０６３亿元.其中: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４６０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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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２５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２１亿元.加上本年收支结余１７７亿元后,支出总计２２４０亿元.

各位代表! 做好２０２１年的财政工作,责任重大,任务

艰巨,使命光荣! 全市财政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

示要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接受市人大的监督,认

真听取市政协的意见建议,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务实的

作风、更加有为的担当,扎扎实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谱

写 “十四五”重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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