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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第二十五次会议文件 ##

关于郑州市2019年财政决算和
2020年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0年8月26日在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郑州市财政局局长 赵新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郑州市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

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9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经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1218.2亿元，执行中部分县（市、区）按程序调整了收入预算，

调整后收入预算为1206.4亿元。全年实际完成1222.5亿元，为预算

101.3%，增长6.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92.9亿元，为预算99.6%，

增长3.9%，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

上级补助381.1亿元、调入资金393.5亿元、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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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余0.9亿元，上年结余29.1亿元、债务转贷收入142.8亿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9亿元，全年收入总计2250.8亿元。

经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1594.3亿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

新增债券转贷收入等，全市一般公共支出调整预算数为1939.9亿

元，全年实际支出1910.7亿元，为预算98.5%，增长8.4%。

收支相抵，扣除上解上级支出157.4亿元、调出资金5.3亿元、

地方债务还本支出92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6亿元后，2019

年全市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0.1亿元，滚存结余29.3亿元，其

中：结转下年支出29.3亿元。

2．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预算为452.5亿元，调整后收入预算为453.3亿元，全年实际

完成461.5亿元，为预算101.8%，增长5.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78.7亿元，为预算99.5%，下降0.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

级补助334.4亿元、下级上解收入208.1亿元、调入资金220.9亿元、

上年结余19.6亿元、债务转贷收入130.7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29.2亿元，全年收入总计1404.4亿元。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预算为768.8亿元，加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和新增债券转贷收入等，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调整预算

数为832.8亿元，全年实际支出820.1亿元，为预算98.5%，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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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收支相抵，扣除补助下级支出332.8亿元、上解上级支出135.6

亿元、地方债务还本支出50.3亿元、债券转贷下级支出37.4亿元、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4亿元后，2019年市本级滚存结余12.8

亿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12.8亿元。

3．城市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6.7亿元，增

长10.1%；支出完成88.7亿元，下降12.5%。

高新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5.1亿元，增长9.7%；

支出完成53.6亿元，增长16.8%。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2.8亿元，增长6.4%；

支出完成64亿元，增长14.7%。

郑东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7.8亿元，增长8.1%；支出

完成111亿元，下降11.8%。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经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9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521.2亿元，执行中部分县（市、区）按程序调整了收入预算，

调整后收入预算为1343亿元。全年实际完成1415.4亿元，为预算

105.4%，下降1.4%。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5.6亿元、

上年结余91.7亿元、债券转贷收入159.6亿元、调入资金6.6亿元等，

全年收入总计168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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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9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1476.6亿元，预算执行中加上上年结余结转、超（短）收安排、

新增专项债券，再减去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等，调整后支出预

算为1291.4亿元，实际支出1214.6亿元，为预算94.1%，下降6%。

收支相抵，扣除上解上级支出0.3亿元、调出资金369.5亿元、

专项债券还本支出27.7亿元后，年终结余76.8亿元，按规定结转下

年使用。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为773亿元，实际完成850.1亿元，为预算110%，增长

16.6%。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债券转贷收入137.8亿元、上年结余

9.7亿元、上级补助收入14.4亿元、下级上解收入2.8亿元等，全年

收入总计1014.8亿元。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

支出预算为661.5亿元，预算执行中加上超收安排77.1亿元、新增

专项债券6.1亿元、上级补助收入12.4亿元，再减去补助下级支出

590.4亿元、盘活存量资金等其他调整事项85.6亿元等，调整后支

出预算为81.1亿元，实际支出78亿元，为预算96.2%，增长50.9%。

收支相抵，扣除补助下级支出590.4亿元、上解上级支出0.1

亿元、调出资金211.4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4.4亿元、专项债券

转贷下级支出127.4亿元后，年终结余3.1亿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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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预算为480.5亿元，实际完成563.9亿元，为预算117.4%，

增长24%。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预算为394.4亿元，实际支出484.5亿元，为预算122.8%，

增长38.9%。

收支相抵，当年结余79.4亿元，年终滚存结余767.2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9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预算为1亿元，支出预算按以收定支的原则编制。2019年，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实际完成1.3亿元，全部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统筹使用，年终无滚存结余。

全市和市本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

二、2019年落实市人大决议及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2019年，全市财政认真落实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决议

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认真谋划，主动作为，积极推进财政管理

制度改革，严格规范财政收支管理，集中财力保民生保重点，为

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面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培植和拓宽财政增收的“源头活水”。全市减税降费271.1亿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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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减税209亿元、降费62.1亿元。做好非税征缴电子化改革，推

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改善政府采购管理和服务，实现政府采购

合同融资1.3亿元。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在2019年河南省

营商环境评价中，郑州市政府采购指标名列全省首位。

（二）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巩固。大

力支持脱贫攻坚。足额保障脱贫攻坚资金，规范扶贫项目资金使

用，累计投入扶贫专项资金7.5亿元。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拨付资金82.5亿元，支持燃气热力管网

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扬尘治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及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持续防范化

解债务风险。严格规范政府举债行为，推进存量债务风险防范化

解，2019年全市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积极争取政府债券195.1亿元，

增长53.1%，有力充实我市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建设资金。

（三）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

快。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统筹安排资金27.3亿元，重点支持

富士康、上汽、东风日产等重大项目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

建。支持对外开放。安排资金9.3亿元，支持郑欧班列开行1000

班。郑州国际陆港“一干三支”多式联运入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支持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及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支持高

品质城市建设管理。拨付资金230.1亿元，支持轨道交通、城市快

速通道，郑万、郑合、郑济铁路建设，“米字+环线”轨道交通系统

建设加快推进。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环十横十纵”道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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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综合管廊、海绵城市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拨付城市精细化管

理资金6.1亿元，专项用于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综合整治、城市

品质提升。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拨付资金11.5亿元，重点支持科

技型企业科技研发补贴等项目。积极落实创业孵化平台补贴政策，

入孵企业3451家。支持深化与国内外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战略合

作，推动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等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落

地郑州。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新认定总部企业16户，落实奖补资

金3302万元。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建立

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涉农资金分配机制，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推动农村垃圾污水处理、厕所改造、农村综合改革顺利开展，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提升农村公共服

务水平。

（四）补齐民生社会短板，增进人民福祉。全市教育、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完成1494.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78.2%。支持健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系。拨付资金159.6

亿元，支持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建设。抢抓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试点城市的良好机遇，支持全市新建一批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示范点。拨付资金115.2亿元，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

快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做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综合改革效

果评价，推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工作落地见效。推进医联体

发展、高端人才引进、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

售及郑州儿童医院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等优质医疗资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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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力度，拨付资金15.3亿元补贴企业5072

家；完成就业资金支出3.9亿元，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1.4万人。支

持教育优先发展。拨付资金246.9亿元，支持建设“美好教育”。探

索建立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制度、郑州市义务教育课后服务

制度及财政保障教育标准化体系。推进事权下放的35所初中经费

调整和资产清算，奖补30所新建中小学幼儿园。持续支持郑州大

学“双一流”建设；支持筹建1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支持提高教师

待遇，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支持文体事业发展。全力支持全

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2019

郑州网球公开赛等成功举办；支持引进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第2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等重大文体活动。设立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落实文化惠民政策。支持文

物保护和博物馆工作。支持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示范城市。支

持住房保障和改善。成功申报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示范城市，

3年将争取中央财政资金24亿元。拨付资金19.4亿元，支持1.8万套

公租房建设，完成1.1万套公租房分配，完工市内五区2002年前老

旧小区改造89个，对1629名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予以补

贴，市民基本住房更有保障。加快生态郑州建设。拨付资金4.4

亿元，支持“四水同治”、国家节水型城市及全市水生态建设。拨

付资金6.9亿元，推进公园游园绿地、生态廊道建设。拨付资金7.1

亿元，推进贾鲁河西流湖段综合治理和截污工程建设。

（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加快推



— 9—

进财政体制改革。积极贯彻落实“大统筹、大平衡、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要求，按照“收入下划、财力下沉、事权下放、保留基数、

增量激励、科学考核”原则，制定财政体制调整方案。加快财政事

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出台《郑州市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县（市、

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加快推进教育、医疗、

科技等分领域市与县（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2020年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和500万元

以上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首次向人

大常委会报告了《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

《2018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夯实国

有资产管理基础。规范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管理，做好市

级机构改革中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加强国有资本管理，出台《郑

州市市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使用管理办法》，实现国有

资本收益1.3亿元。实施社保基金竞争性存放。加强财政部门和预

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积极开展100亿元社保基金竞争性存放工

作，增加收益3750万元。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投融资

公司转型发展，着力打造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专业化平台，

做强做大国有金融资本。继续发挥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基金引导撬

动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引入和中小企业培育。严格规范PPP项目

管理，全市实现落地项目39个，总投资1672.1亿元，涉及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运输、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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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审计局对市本级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进行了认真审计，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

建议。市政府已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严格按照市人大的有关决

议和审计意见，加大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力度。市财政局也正在

认真组织整改落实，有的问题已在审计过程中整改，有的问题正

在从制度建设层面研究具体整改措施。

三、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财政按照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

和审查意见，全面贯彻“大统筹、大平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理念，积极落实疫情期间新出台的减税降费及支持经济发展各项

政策，严格规范财政收支管理，持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

稳步恢复发展，财政收入降幅收窄、企稳向好。

（一）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经各级人大批准的2020年全市

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1276.4亿元，1—6月份实际完成635.2亿元，

为预算49.8%，增长0.7%。经各级人大批准的全市一般公共支出

预算为1648.7亿元，实际支出827.1亿元，为预算50.2%，下降2.5%。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224.6亿元，1—6月份实际完成

99.7亿元，为预算44.4%，增长6.3%。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调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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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为649.9亿元，实际支出316.9亿元，为预算48.8%，下降10.5%。

城市新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6.1亿元，增

长7.1%；支出完成38.5亿元，增长0.3%。

高新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6.5亿元，增长4.5%；

支出完成25.5亿元，增长14.6%。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3.6亿元，增长3%；

支出完成31.1亿元，增长12.5%。

郑东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0.1亿元，下降6.7%；支出

完成50.3亿元，下降4.3%。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经各级人大批准的2020年全

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1446.8亿元，1—6月份实际完成450.8亿

元，为预算31.2%，下降29.7%。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1119.7

亿元，实际支出477.2亿元，为预算42.6%，下降22.4%。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865.3亿元，1—6月份实际

完成333.8亿元，为预算38.6%，下降23%。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调整预算数为116.5亿元，实际支出48.3亿元，为预算41.5%，

增长16%。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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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算为483.7亿元，1—6月份实际完成173.1亿元，为预算35.8%，

比上年同期下降33.2%，主要受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生育）

险种减免缓政策影响。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497.5亿

元，实际支出194.7亿元，为预算39.1%，比上年同期增长6.2%。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预算为2亿元，1—6月份实际完成1.9亿元。

（二）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主要特点

1.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负转正，经济回暖。随着各类企

业复工复产扎实推进，全市五大重点行业中房地产业、建筑业、

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增长较快，降幅收窄，经济逐步回暖。全

市财政系统迎难而上，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深入挖掘契税、耕地

占用税、车船税、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推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实现由负转正，增长0.7%。

2. 财政体制调整方案有效落实，效果初显。新财政体制实施

后，原市级保留的车船税、契税全部下划区级，调动了县（市、

区）发展经济、组织税收的积极性。市内五区及相关县市等出台

契税惠民补贴政策，激发了纳税人缴纳契税的积极性，契税6月当

月完成32.4亿元，增长3倍，增收24.2亿元，成为税收增长主要税

种。上半年，车船税完成8.2亿元，增长28.1%，增收1.8亿元；耕

地占用税完成17.7亿元，增长40.7%，增收5.1亿元；全市非税收

入共计完成184.6亿元，增长26.5%，增收3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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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较好，保障有力。上半年，全

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27.1亿元，下降2.5%。民生支出

614.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4.3%。统筹资金支持疫情防

控，推进防控机制、措施、保障常态化，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序

有效；发挥财政政策资金作用，支持复工复产复市，促进经济稳

定运行；统筹市县两级坚决落实“三保”责任，义务教育、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城乡低保等民生支出较好保障，重点项目有序

推进。

（三）上半年全市财政主要工作

1. 坚决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一是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1—6月份，全市减税86.9亿元，

减免社保费64.2亿元。实行房租“两免三减”政策，减免企业房租

3860.2万元；延长企业2-3月养老保险等征收时间；拨付失业稳岗

补贴22.5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5.2亿元，支持企

业稳岗就业。二是办好契税补贴等惠民实事。支持契税惠民补贴

政策实施。面向社会发放消费券3.2亿元，促进百货、餐饮、汽车

等领域消费潜力释放。关爱困难群众，市级财政补助资金5625万

元，为全市11.3万名低保、特困、低收入对象每人发放消费券500

元。三是扎实开展“三送一强”活动。考核分配存储社保基金100

亿元，引导驻郑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市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设立350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支持优质企业、优质项目。

市县两级投入资金15亿元设立应急转贷周转资金，累计投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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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亿元；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增资5亿元；支持发放小微企业创

业担保贷款2.2亿元，支持复工复产。四是用足用好各类债券。争

取2020年前三批提前下达政府债券117.5亿元，支持两家投融资公

司发行企业债券250亿元，支持黄河流域核心示范区黄河文化演艺

综合体等重点项目建设。

2.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多

措并举筹措财力。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18.2亿元。实现污水净

化公司股权转让收益11.1亿元。获得国务院督查奖励资金8000万

元。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力度。实现全市一般性支出压减15.2%，压减资金13.2亿元。二是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拨付扶贫专项资金4亿元支持脱贫攻坚。

拨付资金58.2亿元，支持市政燃气供热管网设施建设、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等。拨付资金9亿元，支持森林生态城建设、生态水系

运行等。持续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是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支持S312沿

黄慢行系统、大河文化绿道建设。启动黄河国家博物馆项目实施

模式研究，加快推进黄河文化演艺综合体等项目开工。四是支持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统筹

安排资金18亿元，重点支持富士康、上汽、东风日产等重大项目

建设。支持科技创新，拨付资金22.5亿元，重点支持重大科技专

项、科技型企业科技研发及智汇郑州人才引进培养等。支持对外

开放。拨付资金22.9亿元，支持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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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洲际航线和货运航线开拓及中欧班列（郑州）开行。市级预拨

奖补资金1.4亿元，支持保税物流园区、E贸易核心功能集聚区、

贸易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及跨境电商+新零售等电商服务模式

创新。支持高品质城市建设。拔付资金99.5亿元，推进郑济高铁、

轨道3号线一期、G107改建工程及占杨铁路物流基地等项目建设，

“两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体系全面形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全力保障

疫情防控资金需要。拨付全市疫情防控经费10.3亿元；争取新开

发银行贷款疫情防控紧急援助项目8500万元；落实疫情期间医护

人员各项政策待遇，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二是促进稳定和

扩大就业。用好用活就业政策和专项资金，全市安排就业支出

3743万元，完成新增城镇就业70829人，支持2393家复工复产企业

24.9万名员工返岗。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推进2020年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工作，研究探索将企业、社会团体等纳

入建设主体。移交各区划转学校资产资金33.9亿元。支持2020央

视春晚郑州分会场成功举办，做好第2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等

财务管理工作。支持推广“线上体育活动”。拨付资金27.1亿元，

支持公租房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及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四是支持

乡村振兴。拨付资金9.1亿元，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开展。印发《关

于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试行）》，推进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支持新型美丽乡村试点、农村综合改革、现

代农业示范园建设、“菜篮子”工程及恢复生猪产能等，扶持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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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发展，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4. 坚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巩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是财政体制改革效果明显。各区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契税、车船税等税种实现快速增长。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建立“1+6+2”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创新“财政+”模式开展目

标审核、绩效评价等工作，完成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领域20个资金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

绩效评价。三是财政支出定额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快进行。探索市

级公用经费、重大活动经费、城市道路综合改造经费、项目建设

管理费等管理办法，制定医院、学校、线性工程等项目建设财政

出资比例。四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有序推进。城市

建设、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领域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工作加快研究。24家转制经营类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省以下法

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工作稳步进行。五是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为14个单位开通扫码付，缴费服务更加便捷。提高政

府采购、公开招标限额，缩短采购时间、降低采购成本。

四、2020年下半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下半年，我们将按照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审

查意见和本次会议提出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应对疫情防控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围绕“控、保、稳、进、抬、扛”

六字要求，持续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

政法治意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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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

成。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继续抓好减税降费等政策落地见效。巩固拓展去年减税降

费成效，落实好今年新出台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的普惠性、结构性和阶段性措施，着力减轻中小微企业及

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

项目，密切跟踪经营运行情况，积极争取上级疫情防控财政金融

政策支持，用好应急转贷周转资金、融资担保资金、市级社保基

金竞争性存储，推动“三送一强”活动提质增效，更好促进经济平

稳运行。加快重点企业财税激励政策研究，推进分类分行业扶持

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吸引更多全国性企业、优质外贸企业落地

郑州，引导现有大型企业的其他区域订单向郑州转移。

2．多措并举筹措财力提升保障能力。完善市县两级财政纵

向联动机制和行业、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加强综合治税平台应用

和涉税信息共享，推动税收规模和质量双提升。运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税收征收薄弱环节监控，深入挖潜挖沉，确保应收尽收、足

额入库。积极争取各项财政税收、金融信贷、投资外贸等方面政

策向我市倾斜，促进更多项目落地，拓展财政增收渠道。发挥财

政体制与考核机制作用，统筹市区两级做大收入“蛋糕”。统筹好

“一般”“基金”“平台”三个盘子，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力度，促进土

地出让金征收入库。积极争取上级加大对我市转移支付支持力度，

大力盘活政府存量资产和存量资金，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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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增加调入使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规模，多渠道增加可用财力，夯实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基础。

3．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聚焦“六稳”“六保”工作，按

照“控、保、稳、进、抬、扛”六字要求，用好减税降费、专项债

券、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及“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等政策资

金工具，认真落实保障责任，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确保扶贫、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城乡低保等

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加强上下联动，强化统一调度监管，督促各

县（市、区）严格落实“三保”保障责任，强化债务风险管控，严

禁新增隐性债务，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统筹财力支持好系列“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品质城市建设，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国有投融资公司作用，

加快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

范区建设。

4. 严格执行过“紧日子”的财政方针。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

子”思想，全力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在严格落实一般性

支出压减15%以上的基础上，对非急需非刚性专项资金压减50%

以上，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预算安排与结转结余资金的统

筹力度，确保2020年一般性支出可压尽压、应压尽压，集中财力

保障“六稳”“六保”需要。坚持人大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配合人

大做好郑州市预算联网监督工作。强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行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除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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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应急救灾等支出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不再

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必须出台的政策，在以后年度预算安

排资金；对确需追加的重大紧急事项，应事先开展项目评审论证

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并按程序报批。密切跟踪预算执行，按照能

省则省的原则，从严控制公务活动、开支范围和标准，加强财务

报销审核和日常管理监督，继续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从严控制

支出，把节省资金用于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和民生保障。

5. 持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一是结合新财政体制，加快推进

科技、交通运输、公共文化、自然资源、城建等分领域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等，以财税改革推动市场活力释放。二是全面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资金跟踪问效，建立健全评价结果与预算

调整、改进管理、完善政策挂钩机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要

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全面实行“零基预算”，推动预

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三是规范和强化国有资产资本收益收取使

用管理，探索运用市场化运营推动存量国有资产的开发利用，促

进国有资产资本化、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收益最大化。高质量报

送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及国有企业专项报告，推动实现2020年县

（市、区）国有资产报告全覆盖。四是按照“一般预算保公共服务、

保运转，土地收支保建设、保发展”的要求，优化土地出让金提取

方式，完善并落实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平衡机制，实现长期

平衡、滚动开发。五是结合全市国企改革工作，兼顾改革推进与

风险防控，推进投融资体制和市属投资公司改革。做好经营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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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市县两级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国有资产

管理、债权债务核查等工作，确保改革工作顺利完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抓好重大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措施落实，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

指导下，继续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2020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

圆满完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1.关于航空港经济实验区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1—6月

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

2.关于高新技术开发区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1—6月份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

3.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1—6月份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

4.关于郑东新区2019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1—6月份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9年8月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