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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文件 

 
 

关于提请审议《南京市 2019 年市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议案的说明 

南京市财政局局长  黄玉银 

2019 年 10 月 24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我就《南京市 2019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议案》作如下说明，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一、 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 市本级预算调整情况 

1、 年初预算安排及年中已调整情况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期性目标为 1587 亿元，增长 8%。市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为 210 亿元。按照收入和体制测算，市本级可用财

力为 500 亿元，安排支出 500 亿元
1
。年度执行中未作调整。 

2、 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26.8 亿元，直比增长 7.9%，

完成年初预算的 77.3%，其中：市本级 129.6 亿元。完成一般

                                                             
1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97.37 亿元，到期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2.6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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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支出 1206.4 亿元，增长 13.9%，其中：市本级 326.2

亿元。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 920.7 亿元，占

比 76.3%，其中：教育支出 205.5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 57.7 亿

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2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4.8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89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37.1 亿元，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04.3 亿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42.7 亿元。 

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年预期目标 

综合分析全市经济发展情况，经会同税务部门预测，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1587 亿元左右，因省下放收入

不进基数，可以完成增长 8%左右的目标。市本级收入预计为

210 亿元。按照财政体制，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 495

亿元，较年初预算 500 亿元低 5 亿元。主要是在减税降费高于

预期大背景下，省下放收入高于年初预计（60 亿元）25-30 亿

元（目前预计在 85-90 亿元），而对应财力全部上解省，相应

减少市本级分成财力 5 亿元左右。为保证支出需要，建议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 亿元弥补。 

4、 市本级支出预算调整的建议 

因年度中执行国家省市新出台政策及重点项目支出需要，

需进行预算调整，增加支出 21.31 亿元。按《预算法》规定，

拟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1.31 亿元，增加一般公共预算可用

财力，增加相应支出安排，具体是： 

（1）落实国省市政策增支 9.96 亿元。其中：农村户厕改

造 0.43 亿元，2019 年从业人员免费体检市级补助 0.04 亿元，



- 3 - 

 

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0.05 亿元，医用耗材阳光

监管平台建设 0.08 亿元，市口腔医院设备购置 0.15 亿元，公

益性骨灰堂建设0.26亿元，公租房货币化保障专项0.05亿元，

市级储备粳稻轮换差价补贴 0.1 亿元，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年度

增资等经费 8.8 亿元。 

（2）产业及文化发展增支 1.18 亿元。其中：金融发展专

项 0.1 亿元，人才专项 0.1 亿元，人才安居购房补贴和租赁补

贴 0.11 亿元，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 0.25 亿元，渡

江胜利纪念馆应急消险工程 0.27 亿元，夫子庙步行街建设 0.1

亿元，无线专网资本金 0.25 亿元。 

（3）生态文明建设增支 4.91 亿元。其中：淘汰高污染车

补贴 3.8 亿元，污水管网排查 0.7 亿元，农村人居环境奖补 0.41

亿元。 

（4）公共交通亏损补贴增支 5.26 亿元。其中：公交集团

历史亏损补贴 4.26 亿元，地铁运营亏损补贴 1 亿元。 

综上，建议：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 497.37 亿元调

整为 518.68 亿元。 

5、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目前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75.01 亿元，本次预

算调整，拟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6.31 亿元（其中：弥补财

力缺口 5 亿元、增加支出 21.31 亿元），动用后余额为 48.7 亿

元。 

(二) 江北新区预算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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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初预算安排及年中已调整情况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9 年江北新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期性目标为 190 亿元，增长 10%。按照收入

和体制测算，可用财力为 110 亿元，安排支出 110 亿元。 

6 月份，经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分配江北新区一般债券额度 4.5 亿元，相应增加 2019 年江北

新区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

初的 110 亿元调整为 114.5 亿元。 

2、 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江北新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0.1 亿元，增长 0.1%。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3.17 亿元，增长 20.1%。在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民生支出 73.7 亿元，占比 79.1%，主要是：教

育支出 13.9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 11.2 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0.3 亿元，医疗卫生支出 3.1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1.6亿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8.8亿元，

农林水事务支出 1.1 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5.4 亿元。 

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年预期目标 

综合分析经济发展情况，经会同税务部门预测，2019 年

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为 190 亿元左右，与年初预算

一致，增长 10%左右。按照财政体制，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

算可用财力为 99 亿元，较年初预算 110 亿元短 11 亿元。主要

是减税高于预期和新增专项上解省事项，相应减少江北新区财

力 11 亿元左右。为保证支出需要，建议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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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1 亿元弥补。 

4、 江北新区支出预算调整的建议 

因年度中执行国家省市新出台政策，需进行预算调整，增

加支出 3.45 亿元。按《预算法》规定，拟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3.45 亿元，增加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相应增加支出

安排，具体是： 

增资提标等政策性资金 3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0.15 亿元，援建及对口帮扶资金 0.28 亿元，宁淮特别合作区

开办费 0.02 亿元。 

综上，建议：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 114.5 亿元调

整为 117.95 亿元。 

5、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目前江北新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23.36 亿元，本次

预算调整，拟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45 亿元（其中：弥补

财力缺口 11 亿元、增加支出 3.45 亿元），动用后余额为 8.91

亿元。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 市本级预算调整情况 

1、 年初预算安排及年中已调整情况 

2019 年年初预算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32.5 亿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 632.2 亿元。 

6 月份，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分

配市本级专项债券额度 8.3 亿元，按要求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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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应增加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2019 年市本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由年初的 632.2 亿元调整为 640.5 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应调整为 640.5 亿元。 

2、 建议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做调整 

1-9 月份，市本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396.4 亿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 385.2 亿元。 

根据目前实际收入情况预计，建议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和支出预算均不做调整。 

(二) 江北新区预算调整情况 

1、 年初预算安排及年中已调整情况 

2019 年年初预算江北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261.7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 261.7 亿元。 

6 月份，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分

配江北新区专项债券额度 47.5 亿元，按要求纳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相应增加江北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2019 年

江北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由年初的 261.7 亿元调整为

309.2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应调整为 309.2 亿元。 

2、 建议江北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做调整 

1-9 月份，江北新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130.6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 168.5 亿元。 

根据目前实际收入情况预计，建议江北新区政府性基金收

入和支出预算均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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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本级及江北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

算按年初预算执行，不作调整 

以上调整方案，请予审查批准。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按照中央

关于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落实好市十六届人大有关

决议以及本次会议要求，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全面做好今年预

算执行工作，科学编制明年预算，为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

新南京积极努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