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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昆明市 2015 年度地方财政决算以及

2016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6年8月29日在昆明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 

                  昆明市财政局  徐毅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昆明市

2015年度地方财政决算以及201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5 年度地方财政决算情况 

（一）全市地方财政决算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88,937 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2,025,286 万元，调入资金 187,752 万元，债券转贷收

入 1,199,0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3,215 万元，

上年结转 139,794 万元，上年结余 32,853 万元，收入方总

计 8,186,837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586,228 万元，

上解支出 997,849 万元，调出资金 31,772 万元，地方政府

债券还本支出 1,164,00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5,757 万元，结转支出 181,231 万元,支出方总计

8,186,837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为零。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412,253 万元，上级专

项补助收入 39,004 万元，调入资金 35,510 万元，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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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贷收入 3,703,000 万元，上年结转 438,188 万元，收入方

总计 5,627,95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502,016

万元，上解支出 172,249 万元，调出资金 142,858 万元，债

券还本支出 3,572,000 万元，结转支出 238,832 万元,支出

方总计 5,627,955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为零。 

2015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688,131 万元，上年结

余 3,102,117 万元，收入方总计 5,790,248 万元；全市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 2,257,490 万元，年终结余 3,532,758 万元，

支出方总计 5,790,248 万元。 

（二）市级地方财政决算情况 

市级[含开发（度假）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506,63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025,286 万元，调入资金

120,34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639,047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373,924 万元,上年结转 63,115 万元,上年结余 3,763 万元，

收入方总计 5,732,10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460,734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997,849 万元，补助下级支

出 1,437,954 万元,调出资金30,304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支出 619,04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2,735 万元，

结转支出 83,484 万元,支出方总计 5,732,107 万元。收支相

抵结余为零。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027,326 万元，上级专项

补助收入39,004 万元，调入资金34,04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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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转贷收入 3,432,891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9,334 万元，

上年结转362,532 万元，收入方总计4,905,129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064,383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72,249

万元，专项补助下级支出43,736万元,调出资金113,722万元，

债券还本支出 3,301,891 万元，结转支出209,148 万元,支出

方总计4,905,129 万元。收支相抵结余为零。 

（三）市本级地方财政决算情况 

市本级[不含开发（度假）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808,97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025,286 万元，调入

资金 91,686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556,859 万元，下级上解

收入584,780万元,上年结转47,733万元,上年结余520万元，

收入方总计 5,115,84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652,38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997,849 万元，补助下级支

出 1,783,853 万元,调出资金 28,780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 536,859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0,000 万元，

结转支出 56,113 万元,支出方总计 5,115,842 万元。收支相

抵结余为零。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718,130 万元，上级专项

补助收入39,004 万元，调入资金28,78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 2,928,285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9,124 万元，

上年结转330,084 万元，收入方总计4,053,407 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完成789,99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72,2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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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补助下级支出 57,071 万元,调出资金 91,686 万元，债券

还本支出 2,797,285 万元，结转支出145,117 万元,支出方总

计4,053,407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为零。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826 万元，其中：

利润收入 391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249 万元，产权转让收

入 2186 万元，收入方总计 2,826 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完成 1,97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848 万元，支出

方总计 2,826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为零。 

二、2016 年上半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24,918 万元，增长 7.4%，完

成年初预算的 47.7%。其中：市本级收入 820,864 万元，增

长 7.2%；开发（度假）区收入 393,621 万元，增长 13.1%；

县级收入 1,310,394 万元，增长 5.8%。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966,407 万元，增长 9.5%，完成预算的 55.4%。其中：

市本级支出 848,083 万元，增长 25.2%；开发（度假）区支

出 335,730 万元，负增长 8.1%；县级支出 1,779,203 元，增

长 13.8 %。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508,583 万元，负增长 44.9%，完

成预算的 23.7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526,826 万元，负增

长 34.1%，完成预算的 25.4%。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142,933 万元，期初结余

2,239,658 万元, 收入方总计 3,382,591 万元；全市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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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金支出 1,024,580 万元，期初结余 2,358,011 万元，支

出方总计 3,382,591 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734.8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其中：利润收入 187.4 万元，股利、股息收入 249.6

万元，产权转让收入 3,297.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已落实到项目，正在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三、2016 年上半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十三届人大七

次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市财政收支目标任务，增强工作主

动性，提高工作执行力，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财政运行呈现了良好的态势。 

（一）加强收入征管，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7.4%，高于去

年同期 9.2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3.4 个百分点。在

增收措施上：一是完善收入组织机制。市政府部署安排、加

强督导，征收部门全力以赴，各县（市）区共同努力，保障

了收入组织工作的顺利推进。二是强化财政收入征管。税务

部门齐心协力，创新征管举措，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增值

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城建税五大主体税

种完成 144 亿元，增收 12.8 亿元，增长 9.8%。非税部门完

善征缴制度，加强征收管理，非税收入完成 56.9 亿元，增

长 14.4%。三是积极应对“营改增”全面实施。国税地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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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主体责任平稳过渡，营业税应收尽收，入库 61 亿元，比

上年增收 3亿元；四是落实收入增收措施。实行收入通报制

度，建立财政收入预警预报会商分析机制，加大对税源税种

的跟踪监控。 

（二）加大资金保障，稳增长政策落实到位 

一是加快经济支撑性财政资金拨付进度，财政八项支出

累计完成 223.7 亿元，增长 11%，高于去年同期 8.6 个百分

点；二是认真落实减税降费等组合政策，减免高新技术企业、

小微企业和企业技术更新改造等各项税收，落实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免收和降标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三是统

筹安排基本建设资金 25.7 亿元、拨付重大项目前期费 2亿

元，通过“2+X”资金使用管理模式，支持水利、交通等基

础设施和重大民生项目建设；四是拨付产业政策扶持资金

4.39 亿元，保障了农业产业化、工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

商务流通、就业创业等政策落实。五是创新资金投入方式。

对综合交通专项资金采取资本金注入、共同设立政府投资基

金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安排财政资金 2亿

元，设立规模 7亿元的工业发展引导基金，帮助解决重点企

业短期融资困难；全面推开“财园助企贷”融资政策，采取

风险保证金方式支持企业融资，累计拨付 1613 万元，实现

银行发放贷款 1.29 亿元；深化财政科技资金管理，对科技

研发经费投入采取后补助方式；六是扩大经济建设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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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争取到置换债券 350.84 亿元，新增政府债券 45 亿元，

重点保障“五网”等全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积极推动过渡

性融资，优化存量债务期限结构，招商银行 300 亿元额度已

经批准，部分项目已放款。对高成本政府债务通过使用成本

较低的融资资金进行链接，共计有 750 亿元融资额度获得批

准，实际到位 200 亿元，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七是全力争取

国家层面政策扶持。昆明市成功入围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示范城市，3年将获得中央财政扶持资金 9亿元。 

（三）多方筹集资金，确保脱贫资金及时拨付 

一是加大财政预算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安排脱贫攻

坚项目资金 17.88 亿元，涉及扶贫开发、农业生产等 10 大

类 87 个细项脱贫攻坚项目。其中：压减公用经费支出 10%，

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2.5 亿元，较去年增长 1.08 倍；对于行

业部门资金除法律有规定、国家有要求的专项预算资金外，

80%的专项资金集中投向“两区两县”用于扶贫开发。二是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补助。争取到上级脱贫攻坚项目资金

37.83 亿元，获得省级财政 28 个村级“四位一体”建设试点

补助 1.4 亿元。三是抢抓银行机构融资政策窗口，积极利用

银行机构融资政策，采取项目分类、打包融资方式，通过市

场融资解决三年脱贫攻坚集中实施八类项目 82 亿元资金需

求。 

（四）优化支出结构，民生事业得到有力保障 



-8-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优先方向，进一步优

化支出结构。上半年，全市教育、科技、三农、社会保障和

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民生支

出 220.8 亿元，增长 15.2%，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74.4%，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3.7 个百分点。 

（五）加强创新力度，财政深化改革稳步推进 

一是加强财政制度创新。拟定了 18 项财政管理制度，

覆盖了财政增收、支出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绩效预算等核

心业务，为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效能和财政资金作用提供了制

度保障。二是深化财政综合改革。稳步推进预算信息公开、

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预算绩效管理等各项改革，在全

市全面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市本级 109 家预算单位纳入了预

算信息公开范围；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实现国库集

中支付金额 25.4 亿元；按时完成政府采购审批及实施备案，

上半年全市政府采购规模 10.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14.5%；

加强财政资金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将 164 个重点项

目共计 85.9 亿专项资金纳入重点监控范围；清理、规范和

加强财政专户管理，除财政部核准保留或暂时保留专户外，

市本级共撤销财政专户 21 个，财政专户统一归口国库部门

管理。三是推广运用 PPP 模式。对 PPP 工作的组织领导、工

作流程、运行程序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飞虎大道综合管

廊等 5个项目入选省级第一批示范项目，投资资金 38.4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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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遴选了 18 个项目申报财政部第三批示范项目，涉及投

资额 612 亿元。四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继续推进内部控制

规范试点工作，18 家市级重点建设单位完成了内控组织建设

等工作，正式启用内控管理信息系统并上线运行，石林县、

宜良县两个试点县内控规范建设有序推进；实行预算执行动

态监控系统，上半年市本级预警监控支付总数 3273 笔、支

付金额 9.77 亿元；扎实开展投资评审工作，完成评审项目

13 个，送审金额 42.90 亿元，审减金额 7.99 亿元，平均审

减率为 18.63%；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共有 10050

名会计人员参加了面授培训，依法核发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5169 本。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

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积极开展全市大额资金使用决策

制度执行情况、会计监督检查和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等专

项检查工作。 

尽管上半年财政收支运行总体情况平稳，财政改革发

展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但上半年财政运行还存在以下主要问

题：一是财政增收形势严峻。上半年收入仅完成年初预算的

47.7 %，低于序时进度 2.3 个百分点；受制于宏观经济基本

面、“营改增”全面实施等影响，主体税种增收难度；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市本级同比负增长 48.7%、县区同比负

增长 26.9%；非税收入上半年增收 7.1 亿元，对全市财政收

入增长贡献度超过了 40%，随着其增幅逐步回落，后期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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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增收拉动作用将会减弱。二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支

出特别是民生保障、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

政府性债务偿还、稳增长政策落实等刚性支出都要财政加大

支撑力度，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收支矛盾。三是财政创新有待

加强。新增项目资金需求大与年度预算执行进度慢并存，项

目准备不充分、财政资金等项目等问题仍然存在，影响了财

政资金效益的充分发挥，创新财政资金管理需要进一步加

强。 

四、2016 年下半年财政主要工作措施 

下半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全年财政收支目标任务，努力

创新工作思路，抓实抓细工作举措，想方设法推进全年目标

任务的顺利完成。  

（一）坚持锁定目标，全力以赴完成增收任务 

一是咬定目标不动摇。按月落实下半年财政收入组织计

划，做到压实主体责任、目标任务、时间进度和工作措施“四

个压实”，千方百计完成全年收入目标任务。二是细化收入

组织措施。严格日常进度管理，加强收入完成进度动态监控，

完善收入通报考核制度，做到周通报、月考核，确保以周保

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三是完善协同治税机制。理顺税

收征收关系，落实工作考核政策，加强税源跟踪管理，进一

步提高税收征缴、管理、稽查的综合水平，切实做到依法征

管、应收尽收。四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优化改善供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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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降低用地成本，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加快土地出让收入

入库，促进与土地出让收入相关税费收入增收；从源头上规

范管理，严格“以票治费、以票管收、以票促收”，着力加

强国有资产资源类、罚没财物等非税收入征缴力度。 

（二）坚持服务发展，保障稳增长政策落实 

一是贯彻落实好稳增长政策落实。抓好省 22 条和市 46

条稳增长措施的贯彻落实，抓实申报项目的管理，抓紧财政

资金的核拨，抓细政策措施的落实，实现资金的早到位、早

兑现、早见效。二是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贯彻好高新技

术企业、小微企业等各项减税政策，落实好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降低标准、压缩范围等扶持企业政策，完善涉企

收费监管机制，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三是统筹财政政策

扶持发展。用好用活财政政策和资金，积极支持产业结构调

整和科技创新，全力支持重点产业项目落实，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四是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创新财政投入方式，通过推

进 PPP 模式、设立政府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

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扶贫开发等重点项目。 

（三）坚持民生优先，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 

一是保障财政民生投入。加快脱贫攻坚扶持资金拨付，

着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认真落实支持

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就业、文化等相关政策。坚持厉行

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压缩一般性支出，保障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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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二是加强财政支出服务。积极做好

对预算单位的服务和督促工作，强化时间节点管理，统筹县

区库款调度，加快财政八项支出、民生投入等重大项目资金

的审核拨付。三是严肃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控制预算追加范

围，规范执行预算追加审批程序。四是加大向上争取力度。

全力争取中央和省的项目支持，做实做细做深项目前期工

作，尽最大努力争取上级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保障重大

项目推进实施。 

（四）坚持依法理财，全面深化财政改革管理 

一是制定新一轮市对下财政管理体制。在总结上一轮财

政体制运行的基础上，调整完善昆明市财政管理体制，理顺

收入分配关系和支出责任，统一规范区域之间体制政策，完

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

展。二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上规范财

政管理，对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成果、经验和举措实施制度

化，使管理制度贯穿到财政的各个环节。三是完善预算编制

体系。扎实推进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健全预算基本

支出和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优化项目库管理制度，编实

编细部门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服务部门工作开展的水

平。四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严格依法理财，认真贯彻落实

《预算法》、《政府采购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维护财

经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深入推进内控规范建设，抓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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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财政两端内控体系的有序有效衔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落实好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的各项工作；强

化财政监督检查，开展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检查，加强财政资

金尤其是重大民生资金的监管；加强评审业务制度建设，加

大评审创新力度，完善评审中介机构考核评价，提高评审质

量；制定政府采购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完善操作规程，严

格采购程序，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公开、采购结果公示

及备案工作。认真履行会计管理、培训和服务职责，制定《昆

明市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会计管理网络

平台建设；完成 2016 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

全面摸清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家底”；五是深化预算绩效管

理改革。创新预算绩效工作机制，建立实施昆明市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目标考核体系，进一步扩大预算绩效管理的层级和

范围，加强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安排的挂钩力度；加快

全市财政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强财政系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和应用系统的推广使用；六是强化政府债务管理。落实 2016

年到期政府性债务偿债计划，确保到期债务本息偿还；继续

积极争取置换债券发行额度，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完善

资金转贷和拨付手续；继续推进过渡性融资，优化债务期限

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拉长债务期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今年财政收入

形势严峻，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改革发展任务比较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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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下，锁定目标任务，创新理财思路，细化措施保障，提高工

作成效，力争全面完成市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备注：1.2015 年度地方财政决算数据不含安宁、嵩明、大板

桥 

   2.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管理，全市实行统一政策和

收支管理，不再细分市级、市本级的预算统计口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