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昨天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上，市财政局局长过剑飞受市政府委托，作了
《关于上海市2017年市级决算及2018年上半年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2017年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比预算数减少
1.39亿元。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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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税改革发展取得新
成效，全市和市级决算情况总体良
好。报告指出，2017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6642.3亿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2.6%，比 2016 年（下同）增长
9.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47.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9.9%，增长
9.1%。其中，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56.8亿元，为调整预算的101.4%，
增长7.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11.8 亿 元 ，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98.4%，下降7.1%。全市政府性基金
收入 1960.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1%；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2044.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8.2%。其中：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605.6亿元，为
调整预算的140.1%；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364.8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3% 。 全 市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120.1 亿元，为预算的 120%，增长
5.8%；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99.4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4%，增长
0.4%。其中，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88.5 亿元，为预算的 118.8%，下降
5.9%；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76.2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下降6.2%。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162.4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101.1%；全市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3587.2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99.9%。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本
年收支结余575.2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4511.1亿元。

报告汇报了2017年市级“三公”
经费的支出决算情况。2017年，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
款支出合计5.49亿元，比预算数减少
1.39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62亿元，减少0.13亿元；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3.15亿元（其中，购置
费1.09亿元、运行费2.06亿元），减少
0.68亿元；公务接待费0.72亿元，减
少0.58亿元。

报告还汇报了本市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和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年
底，本市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余
额为 2390.4 亿元、专项债券余额为
2087.2亿元。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
核定本市2017年底的政府债务限额
为7111.5亿元。经财政部2017 年
地方政府债务年报审核，截至2017
年年底，本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694.2亿元（其中：市级836.5亿元、
区级3857.7亿元）。按审计口径计算
的2017年年末债务率为41.2%，规模
总量适度，风险总体可控。

报告指出，2017年，本市“减税
降费”“降本增效”力度进一步加大，
并实现离境退税政策在全市离境口
岸全覆盖，国际化的购物消费环境进
一步优化。同时，财税在促进实施上
海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
战略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保障性作
用进一步增强。

报告还对2018年上半年本市政
府预算执行、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
情况作了简要汇报。从收入情况看，
上半年，本市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要
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上
海自贸区和“五个中心”建设，促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经济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呈现平稳增
长的良好态势。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4476.1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
同）增长6.8%，为预算的63%。从支出
情况看，本市各级财政部门着力加强
预算支出执行全过程管理，重点支出
得到较好保障。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4200.3亿元，增长6.1%，完成调
整预算的51.3%。

报告指出，今年还将重点做好以
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支持
促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二
是进一步支持深化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三是进一步支持区域和城乡协调
发展；四是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攻
坚；五是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创新。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昨天，在市第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市审计局局
长王建平受市人民政府委托，作了关
于2017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计结果表明，2017年，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市各部门认真贯彻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
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推动创新，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经济运行
稳中向好，改革创新取得新进展。二
是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城市社会治理
不断提升。三是财政支出结构不断
优化，各项财税改革深入推进。四是
审计整改成效较好，闭环管理机制日
益完善。针对上年度审计查出的问
题，各部门、单位制定整改措施348
项，建立健全制度136项，基本整改
完毕。对15项涉嫌严重违纪违规问
题线索，市审计局已移交相关部门作
进一步处理。

但从审计情况看，2017年度市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也存
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财政管理方面，市财政局等相
关部门积极深化财税改革，加强预算
管理，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投
入，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但还存在
部分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部门间
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影响税收征管质
量、土地储备资金未按规定纳入专户
核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调
整不及时、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
后续处置不够到位等问题。

在部门预算执行方面，审计的
14家部门预算管理不断加强，预算
执行总体较好，决算草案基本真实地
反映了年度收支和资产负债情况。
但还存在财政资金资产使用管理绩
效不高、预算编制执行及调整不规
范、财务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决算编
报不够准确等问题。

在政策措施落实方面，相关部门
和单位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及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
步推动和改进的问题。如在落实污
染防治相关政策措施中，部分区污
水、污泥及生活垃圾未有效处置，影
响周边环境；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金融风险防控相关政策落实中，部
分村镇银行风险管控存在薄弱环节、
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有待加强；在扶贫
协作及对口支援相关政策措施落实
中，部分项目建设进度滞后，结余资
金未及时上缴当地县财政；在历史文
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相关
政策措施落实中，部分保留历史建筑
未经论证被拆除、严重损坏的优秀历
史建筑未及时修缮；在促进乡村振兴
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中，有关规划
编制工作及郊区断头路建设进度滞
后、农村信息化发展工作未按计划进
度完成。

在重点民生资金及项目管理方
面，相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内部管理，
积极推动项目实施，有效地改善了
困难群众的生活居住条件，扩大了
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了民生福祉，资
金和项目管理情况总体较好，但也
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如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进
度滞后、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房源分
配管理使用不规范；部分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擅自改变场馆功能用途、
一些场馆及设施使用效益不高；部分
郊区新建医院在人员配备、医疗服务
能力及教学科研能力方面，与建设目
标还存在差距。

针对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提
出了审计建议：一是继续深化财税
领域改革，加强跨部门监管协作和
数据共享，建立专项资金综合协调
管理机制，优化完善转移支付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二是持续
推动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细化目标
任务，加强统筹协调，加大对重点领
域监管和风险防控，推动各项改革
举措落地生根。三是切实强化民生
领域监管，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管
理，加强监督检查，加大违纪违规问
题的处理处罚力度，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

市审计局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去年审计工作报告

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滞后

青年报通讯员 陈高勇 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昨天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关
于上海市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据
悉，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延续了
去年以来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基本态势，上半年全市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6.9%，增幅高于全国0.1
个百分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发改委主任马春
雷所作的关于上海市2018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并对报告进行了分组审议。

据介绍，上半年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聚焦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加
快建设“五个中心”，全力打响“四大
品牌”，不断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和营
商环境改革，着力推动长三角地区实
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半年全市
经济运行呈现增长更稳、结构更优、效
益更好、更趋协调、更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势头，主要经济指标匹配性较好，
经济中心城市的韧性和活力持续增
强。就业保持稳定增长，上半年全市
新增就业岗位37.7万个，完成全年目
标的75.5%；物价涨幅稳中有降，上半
年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5%，涨幅同比回落0.4个百分点。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经济中心城市韧性、活力持续增强
青年报通讯员 龚宇一 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扩大）举行代
表分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市人大代表到各代表组参加评议
市政府今年上半年工作。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殷一璀出席会议。

代表们在评议中对市政府上半
年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代表们表示，
今年以来，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决策部
署，认真执行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的各项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全
力推进“四大品牌”建设，实现了“时
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成绩来之不
易。代表们认为，当前外部环境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本市经济社会发

展仍面临较大压力，必须充分估计前
进中的各种困难和复杂问题，紧扣重
点抓落实，心无旁骛促推进，进一步
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要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重要任务，不断完善政策和机制，避
免不同区域间恶性竞争现象的出
现。”万建辉代表说。孙慧、李麟学
代表建议，要更多地应用新技术手
段，通过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来降
低企业的商业成本。庞峻、李腾代
表提出，要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的精细化水平，排摸薄弱环节，
打通瓶颈制约。

代表们表示，要进一步坚定信
心、振奋精神，认真履职，汇聚民智，
全力支持和推动市政府做好下半年
经济社会工作，为完成年初市人代会
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市人大代表评议市政府上半年工作

去年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比预算减1.39亿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最多
■发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