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２０１８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
及 ２０１９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浙江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浙江省财政厅
２０１９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２０１８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９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提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省政协各位
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 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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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十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决议精神，严格落实预算法和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规定，围绕省委“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主题，主
动对标“两个高水平”“四个强省”建设的目标，聚焦聚力三大攻坚
战、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等重大决策部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做好生财、聚财、用财等各项工作，全省和省级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良好，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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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建机制强保障，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实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按照
“底数清、结构清、风险清、责任清”的总体要求，以及“查核总数、
科学分类、开好前门、堵死后门、党政同责、逐步化解”的工作方
法，坚持“一市、县（市、区）一方案”，以法治化、市场化为导向，编
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创新提出
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四个标准”，注资 ５０ 亿元构建全省国有融资
担保体系，完善考核问责机制，与省委组织部联合下发了政府债务
及隐性债务工作考核办法，全面完成 ２０１８ 年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化解任务，得到财政部和省委肯定，为打好攻坚战赢得先机。绍兴
市开展土地储备出让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国试点，取得阶段性成
果，为拓展专项债券空间提供基础性支撑。
二是强化精准脱贫资金保障。全面落实中央对口支援和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决策部署，２０１８ 年，全省筹措对口支援资金 ２４ ６１ 亿
元，比上年增加 ２ ４７ 亿元；提高东西部扶贫标准，２０１８ 年筹措
２８ ３１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２３ ５５ 亿元。研究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市
县投入统计制度，不断完善援助资金督查机制。同时，为支持我省
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促进低收入农户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省财政安排扶贫专项资金 ９ ２４ 亿元，争取中央财政
扶贫专项资金 ２ ７４ 亿元，并加强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绩
效。
三是支持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强化政策和资金保障，支持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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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碧水、净土、清废四大行动。２０１８ 年，省财政兑现绿色发展财
政奖补政策资金 １２０ 亿元。开展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
点，在钱塘江流域干流、浦阳江流域上下游地区及金华市、台州市、
丽水市部分市县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跨省域横向生态
补偿试点，签订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第三轮试点协议。安排
城镇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８ ７２ 亿元。成功入
围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省份，获得中央财政 １０ 亿
元基础奖补资金。
（二）着力强创新促转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支持培育发展新动能。认真落实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
增计划，研究出台财政支持政策，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深入
实施。调整优化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使用重点，将
资金聚焦到数字经济、制造强省建设、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等领
域。安排 ８ 亿元支持之江实验室等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安排 ４ ５０
亿元支持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筹资 ７ 亿元支持西湖大学建
设，其中 ２０１８ 年安排 ２ 亿元。
二是助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巩固省定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零收费”成果，继续实施临时性降低社
会保险费率政策，全年新增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 ５７８ 亿元。积极
争取并完成中央下达的增值税留抵退税 ８４ ２８ 亿元，有效缓解企
业资金压力。筹措落实振兴实体经济（传统产业改造）财政专项
激励资金 １８ 亿元。省财政继续给予市、县（市）地方部分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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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增收额 ５％ 的奖励，支持市县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协同推进
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省财政安排 ３ ２３ 亿元择优支持 １１ 个市、
县（市、区）创建“１ ＋ Ｘ”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落实首台套产品和
“浙江制造精品”政府首购制度，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占全省采购
规模的比重超过 ８０％ 。
三是发挥政府产业基金放大效应。全省政府产业基金规模达
１４１２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１１１６６ 亿元，实现了省政府提出的“力争
通过 ３ 年努力，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的产业基金规模达到 １０００ 亿元
以上，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撬动社会资本 １００００ 亿元左右”的
目标。认真研究打造政府产业基金 ２ ０ 版，加强省市县联动，强化
政策引导，健全沟通协作机制，组建若干主题基金和定向基金，加
快推进全省政府产业基金投资运作，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和
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
（三）着力强统筹促发展，支持推动“四大”建设
改革在杭金融企业财政管理体制，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
建设。安排海洋（湾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２０ 亿元，支持海洋经
济和湾区经济发展。安排省山海协作产业园建设资金 ３ ４５ 亿元，
较上年增加 １ ２５ 亿元，支持首批 ９ 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提升工
程和 １５ 个山海协作生态旅游产业园建设，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推动我省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支持“一带一路”和义甬舟开放大
通道建设，完善万亿综合交通重大项目财政保障机制，落实中央和
省补助资金 １７１ ３６ 亿元，发行政府债券 １１５ 亿元；发挥省基础设
—４—

施投资（含 ＰＰＰ）基金的引导作用，出资 １５ ９４ 亿元支持杭绍台铁
路等重大项目实施；争取中央基建投资资金 ４３ ５４ 亿元，支持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试点。
（四）着力兜底线可持续，切实保障民生事业发展
一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安排 ２６ 亿元支持“双一流”高校建
设，整合设立高校绩效奖补资金，引导高校高质量发展。设立引进
名校合作办学省财政专项资金 ５０ 亿元，鼓励市县政府和省内高校
主动对接境内外高校来我省合作办学。进一步完善各类生均公用
经费制度，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确定我省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最低
标准为 ５００ 元 ／ 生·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 １２００
元 ／ 生·年。制定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发展、民办学校财务管
理、财务清算等办法，明确各级各类非营利民办学校支持政策。
二是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全省失
业保险金标准统一提高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８０％ 。调整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定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月人均增加 ２０
元。下达中央和省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 ５１ ２０ 亿元，加强职
工养老保险目标责任考核，加大职工养老保险省级调剂制度。加
大困难群众救助力度，启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机制，下达
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补助资金 ２１ ８６ 亿元。推进实施困难残疾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安排省级补助资金 ９ ７４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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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
补助标准提高至年人均 ５１０ 元、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
补助标准提高至年人均 ５５ 元、大病保险筹资标准提高至不低于每
人每年 ４０ 元。安排“双下沉、两提升”补助资金 ２ ９０ 亿元，探索医
共体建设财政投入新政策。继续按 ５００ 万元 ／ 个的标准支持 ６ 个
重大疾病诊治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提升高精尖医疗技术能力。落
实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奖补资金 ４２００ 万元。
四是支持文化软实力提升。支持实施“十百千”工程，着力补
齐公共文化区域短板。省财政安排 ３ 亿元，加快推进农村文化礼
堂建设。保障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浙江自然博物园顺利完工，推
进之江文化中心、省全民健身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建设。
五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省财政安
排 ７５ ０７ 亿元支持实施“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等水利项目建
设，安排 ２０ ３１ 亿元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安排 １１ ５０ 亿元支持美丽
乡村建设，安排 １６ ６６ 亿元用于垦造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农
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安排 ６ ３１ 亿元用于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支持
国家级和省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等，
并获财政部考核奖励 ５０００ 万元；安排 １ ８８ 亿元支持地质灾害防
治和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工作。
六是支持住房保障建设。争取土地储备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券 ５４８ ６０ 亿元、中央补助资金 ３４ ５３ 亿元，安排省级资金 ３ ５０ 亿
元，支持全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省财政安排 ２ ３０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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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持 １ ２５ 万户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和 ２６ 个加快发展县
（市、区）及台州市黄岩区、金华市婺城区、兰溪市其他危房治理。
（五）着力强改革提绩效，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是纵深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省财政安排 １８ ２８ 亿元，
支持省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政采云平台和统一公共支付平台
被列入政府数字化转型“８ ＋ １３ ”重点项目。政采云平台在全省
１２３ 个区划（含功能区）全部上线，交易金额达 １０６６ 亿元，完成广
西、重庆、青海、云南、新疆、江苏等 ６ 省市以及税务、海关、边防等
３ 个部门 ２０４ 个区划的推广应用，被评为 ２０１８ 年度省政府部门改
革创新项目。升级完善统一公共支付平台，通过平台办理教育收
费、城乡居民社保缴费及交通违法缴款等业务逾 ５８４５ 万笔，资金
超过 １５８６ 亿元，是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０ 倍。深入开展“上门服务至少一
次”活动，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共到部门（单位）上门服务 ５８７９３ 次，
到企业服务 １３４９６ 次，集中辅导 ２０９８ 次，服务人数达 ３４ ７１ 万人
次。
二是积极构建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体系。认真贯彻省
委、省政府关于集中财力办大事、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要求，紧紧
围绕“两个高水平”建设的目标，聚焦聚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三大攻坚战、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八大万亿产业等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对未来几年可用财力进
行测算，对现有政策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保留政策 ４９ 项，强化政
策 ４７ 项，整合 ４７ 项政策后设立 ２１ 项政策，新出台政策 １２ 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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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照省市县联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
全省市县联动机制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机制。
三是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机制改革。出台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意见。研究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探索部门整体绩效预算改革试点，强化
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健全涵盖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的财政支出标
准体系。根据中央文件规定，按照“统一规制、分级分类”的原则，
研究提出我省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措施。建立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制度，综合报告和国有企业资产专项报告首次提交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开展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险基金试点，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防范养老保险基金风险。规范实施
ＰＰＰ 项目，建立 ＰＰＰ 财政承受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制定事业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实施方案。加快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有力地
支持了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等各项工作。健全国库集中支付动
态监控机制。强化财政监督，开展财政扶贫资金、省级部门“小金
库”等多项财政专项检查工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厉行节
约的规定，据初步汇总，２０１８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
经费支出预计执行数 ２ ５５ 亿元，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２ ６％ 。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用 ０ ８１ 亿元，下降 １６ ４％ ；公务接待费 ０ ３９ 亿元，
下降 ９ ３％ ；公务用车购置费 ０ ４６ 亿元，增长 ３３ ４％ ，主要是车辆
按规定到期更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０ ８９ 亿元，增长 １ ８％ ，主
要是车辆维修维护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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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人大代表共提出与财政相关的建议 ２３０ 件（其中主办 ２１ 件），根据
会议决议精神，省财政厅严格落实办理责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主动、及时与代表沟通，按时办理完毕，满意率达 １００％ 。主办件
中，所提问题及建议已经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占 ８５ ７％ 。
如根据金 １５ 号提出的完善省内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
建议，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建立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权责对等、合理补偿”原则。
根据台 ５４ 号提出的关于破解中小型城商行参与财政存款招标的
“玻璃门”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了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准入条件、
操作流程、指标设置、评价体系等事项；同时首次实行省级国库现
金管理网上招标，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招标环境。
（六）２０１８ 年预算收支情况
１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１８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６５９８ ０８ 亿元，剔除按规定将
部分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转 列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等 因 素，增 长
１１ １％ ；全省税收收入 ５５８６ ５０ 亿元，增长 １１ ６％ ，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 ８４ ７％ ，收入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加上转移性收入
３５９９ ３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０１９７ ３８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８６２７ ５１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１０９ ３％ ，剔除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安排的支出等因素，增长 １３ ０％ ；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５６９ ８７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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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出合计 １０１９７ ３８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平衡。
（２）省级
２０１８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１０ ８６ 亿元，剔除改革在杭金
融企业财政管理体制和按规定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列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等因素，增长 ７ ０％ ；加上转移性收入 ３１７２ ９７ 亿元，收
入合计 ３４８３ ８３ 亿元。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５７６ ９５ 亿元，剔除
盘活存量安排省担保集团资本金等因素，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１００ ０％ ，增长 １０ ６％ ；加上转移性支出 ２９０６ ８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３４８３ ８３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１８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８７３６ ５６ 亿元，增长 ３２ ７％ ，
增长较快，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 ３５ ５％ ；加上转
移性收入 １２２７ １７ 亿元，收入合计 ９９６３ ７３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９０２０ ０３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１７２ ５％ ，增长 ３６ ３％ ，
增加较多，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土地类收入增加，支
出相应增加；加上转移性支出 ９４３ ７０ 亿元，支出合计 ９９６３ ７３ 亿
元。收支相抵，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２）省级
２０１８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８２ ０６ 亿元，增长 ２８ ４％ ，增
长较快，主要是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土地出让价款一次性收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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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转移性收入 １０１５ ７２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０９７ ７８ 亿元。省级政府性
基金预 算 支 出 ９５ ０３ 亿 元，完 成 调 整 后 预 算 的 １００ ０％ ，下 降
６ ４％ ；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００２ ７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０９７ ７８ 亿元。收
支相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１８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８１ ２８ 亿元，增长 ２４ １％ ，
增长较快，主要是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利润收入增长较快，以
及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补缴 ２０１７ 年度分红收入；加上转
移性收入 ６ ２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８７ ４８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５０ ０７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２ ２％ ，增长 ３５ ０％ ；加上转移性
支出 ３７ ４１ 亿元，支出合计 ８７ ４８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２）省级
２０１８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３６ ４８ 亿元，增长 ３１ ８％ ，
增长较快，主要是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利润收入增长较快；加
上转移性收入 ０ ８７ 亿元，收入合计 ３７ ３５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２２ ７２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９７ ８％ ，增长 ８６ ２％ ，增加较
多，主要是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大交通建设的决策部署，加
大对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４ ６３ 亿
元，支出合计 ３７ ３５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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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４６７３ ５８ 亿 元，增 长
１ ７％ ；加上转移性收入 １３６ ６０ 亿元（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执行中央调剂制度），收入合计 ４８１０ １８ 亿
元。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４４０５ ４８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３ ０％ ，增长 １１ ８％ ，增加较多，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待遇享受人数增加以及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９０ ９０ 亿元，支出合计 ４５９６ ３８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本年收支结余 ２１３ ８０ 亿元。
（２）省级
２０１８ 年 省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２０９ ９３ 亿 元，下 降
１２ ８％ ，剔除根据财政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将上级补助收入
和下级上解收入转列转移性收入因素，可比增长 １６ ９％ ，增长较
快，主要是省级机关事业单位缴费清算收入增加；加上转移性收入
２００ ９４ 亿元，收入合计 ４１０ ８７ 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１７３ ３１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８７ ０％ ，增长 ２１ ３％ ，剔除根据财政部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将补助下级支出和上解上级支出转列转移
性支出因素，完成预算的 ９９ ３％ ，增加较多，主要是省级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加上转移性支出 ２１５ ４１ 亿元，
支出合计 ３８８ ７２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
支结余 ２２ １５ 亿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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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举借债务的规模、结构、使用、偿还情况
（１）举借规模
① 全省
２０１８ 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１６３０ ００ 亿元，比上年多争
取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１４１ ６０ 亿元。在批准的限额内，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 ２０８６ ５９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１１４１ ６０ 亿元，置换债
券 ５０６ ７０ 亿元，再融资债券 ４３８ ２９ 亿元。
② 省级
省级债务限额为 ３７０ ２３ 亿元，当年新增限额 １１１ ８０ 亿元。
（２）结构
① 全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１０７９４ ４０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５８０８ ７０ 亿元，占 ５３ ８％ ；专项债务 ４９８５ ７０ 亿元，占
４６ ２％ 。
② 省级
省级债务余额为 ３７０ ２３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２０６ ３３ 亿元，占
５５ ７％ ；专项债务 １６３ ９０ 亿元，占 ４４ ３％ 。
（３）使用
① 全省
２０１８ 年，全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１１４１ ６０ 亿元，其中：用于交
通运输 １９３ ２７ 亿元，占 １６ ９％ ；市政建设 １８３ ４７ 亿元，占 １６ １％ ；
土地储备 ４１７ ６０ 亿元，占 ３６ ６％ ；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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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占 １２ ８％ ；生 态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２４ １８ 亿 元，占
２ １％ ；农林水利建设 ３６ ４８ 亿元，占 ３ ２％ ；教育、科学、医疗等社
会事业 １４０ ４７ 亿元，占 １２ ３％ 。
② 省级
省级新增债券 １１１ ８０ 亿元，其中：用于交通运输 １０８ ００ 亿元，
教育等社会事业 ３ ８０ 亿元。
（４）偿还
① 全省
２０１８ 年，全省财政共安排还本支出 ９９６ ８９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还本支出 ６２６ ７９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３７０ １０ 亿元，均用于
偿还存量政府债务。
② 省级
省级无到期债务，因此，无还本支出。
这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的结果，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省人大、省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共同
努力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财政管理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
和挑战，如项目绩效目标不够细化，有的部门预算执行率比较低，
部分单位公款竞争性存放制度执行不到位，部分专项资金实施期
限不明确等。对此，我们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
决。
１４６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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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９ 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１９ 年财政经济形势
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继续呈现高质量发
展态势，但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
压力，财政运行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中美经贸
摩擦预期不明朗，房地产市场存在潜在风险，中央还将出台更大规
模减税、更明显降费等政策，一方面存在减税降费翘尾影响，另一
方面将进一步减少财政收入。同时，支持稳企业、增动能、保平安，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保障工作，积极财
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以及三大攻坚战、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对
财政支出提出更高要求，资金保障压力加大。总体来说，财政收支
紧平衡的特征更加明显。为此，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过“紧
日子”的思想，严控和压减一般性支出，切实将财政资金用到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改革和重点领域上，集中财力办大
事，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二）２０１９ 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
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结合对 ２０１９ 年财政经济形势的分析
和预测，并参考上年度执行情况，按照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工作的总
体部署以及财政改革总体要求，我省 ２０１９ 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
思想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围绕省委“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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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再出发主题，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致力于高质量发
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强谋划、强执行，严格落实预算法和
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按照“划清边界、厘清事权、做好蛋糕、
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理财思路和“保基本、守底线、促均衡、提质
量”的理财要求，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推动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
政策体系落地实施，为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坚强的财力保
障。
（三）２０１９ 年重点财政收支政策
１ 支持稳企业稳增长工作
（１）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好我省支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帮助民营企业渡过
难关。一是大力推进减税降费。坚持放水养鱼、休养生息，认真落
实国家和我省出台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加强宣传辅导，确保
各项政策及时落地见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二是支持产业转型升
级。由省金控公司出资参与组建之江新实业公司，通过直接投资
实体经济、设立区域主题基金投资引领性产业和拓展金融服务等
业务，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发展。三是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加快
省级融资担保公司运作，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功能，支持民营企业
融资。配合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抓紧设立规模 １００ 亿元的金融稳定
投资基金，加快组建首期规模 １００ 亿元的上市公司稳健发展支持
基金，对优质民营企业进行市场化法治化救助。四是优化创业创
新生态。省财政安排 ９ 亿元，支持建设融全产业链创新服务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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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整合设立 ５ 亿元的省中小企业发展（竞
争力提升工程）专项资金，其中安排 １ ５０ 亿元择优选择 ２０ 个县
（市、区）开展首批小微企业园建设提升财政专项激励工作。
（２）精准撬动社会有效投资。一是推动政府产业基金 ２ ０ 版实
质性运作。整合组建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 ２５１ 亿元，通过省市县联
动加快组建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等 ５ 支主题基金并开展实质性
运作，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省市县长工程等重大产业项目及创业创
新领域的投资。２０１９ 年，省级新增安排政府产业基金增资 ２０ 亿元，
坚持政策性、引导性的定位，抓好政府产业基金 ２ ０ 版的落地实施。
同时，联合相关省级部门和市县政府积极参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二期）１５０ 亿元和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１００ － １５０ 亿元。
二是积极争取中央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快债券发行使用进
度。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提前下达 ２０１９ 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６９４ 亿元，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项目建设。
（３）支持外贸稳定发展和对外开放。省财政安排 ６ ９０ 亿元支
持外经贸发展，重点促进“义新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境外外经贸
服务体建设、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等；省财政安排 ２ 亿元，加大对国
际性展会、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企业法律救济等补助力度，推动外
贸平稳增长。出台引进外资激励政策，吸引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在
浙江投资。
２ 支持创新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１）支持浙江制造品质提升。省财政继续安排 １８ 亿元实施
— １７ —

振兴实体经济（传统产业改造）财政专项激励政策，在推进实体经
济振兴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安排工
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２ ２０ 亿元，支持低效企业改造提
升、有关重点产业培育发展、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等重点领域
开展试点示范。实施“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专项政策，促进实施
“浙江制造”品牌培育、标准创新、认证提升、人才培养、品牌宣传
推广等。安排支持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政策资金 １ ６６ 亿元，支持
传统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
（２）支持实施科技新政和人才新政。按照全面实施“一强三
高十联动”科技新政的要求，安排 １１ 亿元支持之江实验室等重大
科创平台建设，吸引阿里巴巴等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投
入之江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继续安排 ４ ５０ 亿元
支持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发展。建立“引才、育才、用才”政
策体系，安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绩励计划”人才奖励资金
４ ９２ 亿元。整合优化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支持政策，加大对海内
外优秀博士、博士后和本土青年人才的引进培养支持力度。
（３）支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实施数字经济财政专项激励
政策，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２ 年，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 １０ 亿元，合计 ４０ 亿元，
重点支持集成电路、高端软件、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产业发展，柔
性电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未来前沿产业攻关，工业互联网平台
（１ ＋ Ｎ）开发应用等。加大重大科技专项支持力度，在 ２０１８ 年安
排 ７ ５０ 亿元基础上，省财政每年递增 ２ ５０ 亿元，着力破解制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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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与应用示范问
题。
３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１）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按照“一减两严
三规范”的要求，着力做好五项工作。一是扎实推进融资平台公
司市场化实体化转型，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多渠道筹措偿债
资金，全面完成年度化债目标，确保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
动顺利实施。二是严格项目源头管控，对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
能力和资金来源落实情况、债务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审查，实行“三
个不得立项”，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三是构建地方全口径债
务监测体系，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控股企业、融资平台公司等债
务实行全口径监测、穿透性审查，切实防范隐性债务风险。四是严
格追责问责，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相关文件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实
行“六必问责”。完善举报制度，对继续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的，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曝光一起。五是扩大土地储备出让
预算管理办法试点范围，积极争取并加快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切实
发挥债券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２）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全省筹集资金 ５０ ５２ 亿元用
于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确保扶贫投入与扶贫攻坚目
标相适应，做到投入实、资金实、到位实。落实消除集体经济薄弱
村及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１０ １８ 亿元，支持在 ２０１９ 年底前全面消除
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 １０ 万元薄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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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支持实施生态文明新
政，省财政安排绿色发展财政奖补资金 １２２ 亿元，支持高质量建设
美丽浙江。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补政
策。安排环境保护专项等政策资金 １３ １２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６ １９
亿元，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进钱塘江源头区域国家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开展省级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继续实施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争
取到 ２０１９ 年底我省八大水系干流和一级支流流经县（市）全覆
盖。
４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和“四大”建设
（１）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深化长三角跨
区域生态治理，落实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第三轮试点方案，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浙皖两省每年各出资 ２ 亿元，共同保护新安江和千
岛湖水资源。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积
极推动长三角地区使用政采云平台，实现政府采购“区域一张
网”。由省金控公司联合蚂蚁金服设立金蚂资本投资管理平台，
面向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大市场，投资布局一批引领性前瞻性成长
性项目，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先机。筹措资金参与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组建运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跨区域
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环境保护、创新体系共建、公共服务和信
息系统共享、园区合作、科技创新产业等领域。深化海洋经济示范
区建设，积极争取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绿色石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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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支持政策，制定落实我省扶持飞机融资租赁企业的财税支
持政策。加大绿色保险保费补贴力度，推动湖州、衢州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２）支持“四大”建设。继续安排省海洋（湾区）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 ２０ 亿元，推进海洋强省国际强港战略，落实扶持集装箱多
式联运发展政策。安排诗画浙江建设资金 ５ 亿元，支持打造四条
“诗路文化带”，推动沿线文化和旅游景点的保护和开发。安排
３ ８５ 亿元重点支持 ９ 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提升工程和 １６ 个山
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建设。安排 ８１ ３６ 亿元交通运输发展
资金，支持加快构建省域、市域、城区“三个 １ 小时”交通圈。增加
省交通集团资本金 ３０ 亿元，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安排 ８ 亿元支持
设区市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大都市区
建设。落实特色小镇财政支持政策。支持棚户区改造，促进城市、
乡村、园区有机更新。
５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１）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整合设立省乡村振兴投资基金 １００
亿元，加快省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实质性运作，加大对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做大做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支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和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的
支持力度。对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增加资本金 ２ 亿元，积极
发挥担保平台作用，着力解决农业融资难题。
（２）支持美丽乡村建设。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省财政安排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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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绩效提升奖补资金 １００ 亿元，其中，２０１９ 年安排 ２０ ４０ 亿元，建
立财政资金投入与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紧密结合的激励约束保
障机制。安排“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 ７４ ６０ 亿元，其中安排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项行动 ９ ９２ 亿
元。安排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２ ７０ 亿元，支持美丽城镇建
设。完善农村基础交通设施，安排“四好农村路”建设奖补政策资
金 ６ 亿元和农村公路小修保养政策资金 ２ 亿元。安排 ３８ ４７ 亿元
用于土地整治、基本农田保护、垦造耕地。
（３）支持加强乡村治理。省财政安排村主职干部基本报酬补
助 １２ ９７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 １５ 亿元。新增安排村级组织活动场
所（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资金 １ ４９ 亿元。安排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政策资金 ５ ５６ 亿元，推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落地。安排村级
组织运转补助资金 ２ ６０ 亿元。安排 ３ 亿元支持新建农村文化礼
堂 ３０００ 个。
６ 支持文化兴浙战略实施和富民惠民安民
（１）支持文化兴浙战略实施。安排之江文化中心建设资金
２ ２５ 亿元，促进之江文化产业带建设；安排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资本金 ６ １０ 亿元，支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发挥国有文化资本运营
和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功能，推动全省文化产业发展。设立浙江
艺术发展基金，安排 １ 亿元，对优秀艺术作品创作进行扶持；安排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２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 １０ 亿元。安排历史
文化（传统）村落保护资金 ３ ４０ 亿元，支持村内的古建筑修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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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修复与改造等；支持良渚遗址保护申遗等世界级文化遗产培育；
安排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 ３ ６９ 亿元，促进文化事业发展。
（２）支持就业和社会保障。加大企业失业保险返还和稳岗支
持力度，促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资金 ２８ ５２ 亿元，研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安排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考核奖励
资金 ２ ５０ 亿元，强化各地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责任的考核，健全
完善多渠道筹措机制，防范养老保险基金风险。安排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 ４０ ８９ 亿元，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标准至年人均 ５４０ 元。安排困难群众生活救助 １４ ８８
亿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补助 ９ ９０ 亿
元，医疗救助补助 ４ ７６ 亿元，孤儿及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补助
１ ２２ 亿元，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 ３ ５０ 亿元，完善社会救
助、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事业、优抚安置财政保障制度。
（３）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省财政安排医疗卫生资源优化
配置奖补资金 ４ ４９ 亿元，其中新增县域医共体建设奖补资金 ２ ０２
亿元。安排加快发展县巡回医疗车补助 ６０００ 万元，促进村级卫生
服务全覆盖。安排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４ ２５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 ９５ 亿元，支持实施健康养老提升工程。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提升试点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提升推进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安排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补助 ５ １０ 亿元，全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补偿新机制。继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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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至年人均 ６０ 元。
（４）支持教育发展。安排“双一流”高校建设资金 ３０ ８７ 亿
元，支持省重点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安排西湖大学建设补助
７５００ 万元，支持西湖大学建设。安排民办教育发展资金 ３ ４１ 亿
元，支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发展；推动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优化学
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改善基
础教育办学条件，重点支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 １３ ４０ 亿元，中小学扶困助学资金
５ ７８ 亿元。全面推进普高生均制度建设，完善省财政中等职业教
育补助方式。
７ 支持实施政府“两强三提高”建设行动计划
加大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投入，省财政安排 ２０ ７０ 亿元，深化
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政采云平台功能，开展
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企业通过政采云平台采购试点。加快推广应
用统一公共支付平台，加快实施电子票据改革。坚持政府过“紧
日子”，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除刚性和重点项目支出外，
一律按不低于 ５％ 的幅度压减。省财政新增安排市县政府专项督
查激励政策 １ 亿元，对完成省政府督查激励事项先进市县进行奖
励，推动各地更好地履职尽责，促进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有效落
实。
（四）２０１９ 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１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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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收入预算
２０１９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６９２５ ００ 亿元，比上年调
整后执行数（调整按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要求，各地采取暂停土地出让收入各项计提，以及按规
定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增长
６ ５％ 。主要科目收入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６９２５ ００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２５８７ ８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９５１２ ８８ 亿元。
（２）支出预算
拟安排 ２０１９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８７３５ ００ 亿元，剔除
２０１９ 年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比上年
调整后执行数（调减 ２０１８ 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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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
各地采取暂停土地出让收入各项计提等因素）增长 ６ ０％ 。重点
支出情况：

全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８７３５ ００ 亿 元，加 上 转 移 性 支 出
７７７ ８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９５１２ ８８ 亿元。
收支相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２ 省级
（１）收入预算
２０１９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３４２ ７０ 亿元，比上年调整
后执行数（调整按照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的要求，各地采取暂停土地出让收入各项计提，以及按规定
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增长
５ ０％ 。主要科目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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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３４２ ７０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３２５４ １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３５９６ ８８ 亿元。
（２）支出预算
拟安排 ２０１９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６４０ ６０ 亿元，剔除
２０１９ 年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安排的支出等因素，增长
５ ０％ 。重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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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６４０ ６０ 亿 元，加 上 转 移 性 支 出
２９５６ ２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３５９６ ８８ 亿元。省对市县转移支付中：一
般性转移支付 １１１６ ２９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６９２ ６９ 亿元，一般性转
移支付比重达到 ６１ ７％ 。
收支相抵，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五）２０１９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２０１９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６９１２ ００ 亿元，比上年
执行数 下 降 ２０ ９％ ；加 上 转 移 性 收 入 ８９６ ５６ 亿 元，收 入 合 计
７８０８ ５６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７１２７ ９０ 亿元，比上年调
整后执行数 （调减 ２０１８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因素）下降
１３ ３％ 。剔除 ２０１９ 年提前下达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
出因素，可比下降 １８ ８％ 。收支下降，主要是 ２０１９ 年土地出让市
场行情具有不确定性，预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下降；加上转
移性支出 ６８０ ６６ 亿元，支出合计 ７８０８ ５６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２ 省级
２０１９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３３ ６０ 亿元，比上年执
行数下降 ５９ １％ ，收入下降，主要是按规定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
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转移性收入 ７６０ ６６ 亿元，收入合
计 ７９４ ２６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２０ １２ 亿元，比上年调
整后执行数 （调减 ２０１８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因素）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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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转移性支出 ７７４ １４ 亿元，支出合计 ７９４ ２６ 亿元。收支
相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六）２０１９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２０１９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８６ ２５ 亿元，增长
６ １％ ；加上转移性收入 ５ ２１ 亿元，收入合计 ９１ ４６ 亿元。全省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６５ １８ 亿元，增长 ３０ ２％ ；加上转移性支出
２６ ２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９１ ４６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支平衡。
２ 省级
２０１９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４５ ２４ 亿元，增长
２４ ０％ ，增长较快，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收益收取比例比上年提
高，以及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预计收
入增加；加上转移性收入 ３ ９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４９ １４ 亿元。省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３５ ８６ 亿元，增长 ５７ ９％ ，增加较多，主要
是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大交通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大对机
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３ ２８ 亿元，支出
合计 ４９ １４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七）２０１９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２０１９ 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４８０５ ６８ 亿元，增长
２ ８％ ；加上转移性收入 ２７３ ２０ 亿元，收入合计 ５０７８ ８８ 亿元。全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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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４８５０ ４８ 亿元，增长 １０ １％ ；加上转移性
支出 ３８１ ８０ 亿元，支出合计 ５２３２ ２８ 亿元。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本
年预期赤字 １５３ ４０ 亿元，赤字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净上解中央调剂金增加，以及待遇享受人数增速高于在职缴费人
数增速。
２ 省级
２０１９ 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１９８ ３４ 亿元，下降
５ ５％ ，收入下降，主要是省级机关事业单位缴费清算收入减少；加
上转移性收入 ３６２ ４９ 亿元，收入合计 ５６０ ８３ 亿元。省级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１７１ ４８ 亿元，下降 １ １％ ，支出下降，主要是省级机
关事业单位清算支出减少；加上转移性支出 ４５９ ３３ 亿元，支出合
计 ６３０ ８１ 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本年预期赤字 ６９ ９８ 亿元，赤
字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我省办法上解中央调剂
金由省级承担。
（八）２０１９ 年地方政府债务
２０１９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待全国人代会通过并经国务
院下达后，依法编制调整预算（草案）并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
准。目前，中央已提前下达我省 ２０１９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６９４ 亿元，
２０１９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暂按 ２０１８ 年债务限额 １１６３０
亿元加上提前下达的 ２０１９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６９４ 亿元，即
１２３２４ 亿元控制。根据地方政府债券到期情况，在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中安排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３６１ ８９ 亿元，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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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安排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３６３ １３ 亿元。
三、认真抓好 ２０１９ 年财政改革和管理工作
（一）完善收入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主动适应国地税合并后组织收入工作的新情况新变化，完善
地方财税收入协调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协
调，合理把握组织收入力度、进度和节奏。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淡化总量型、速度型指标，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坚决避免收过
头税、冲时点、冲排名等现象，切实提高收入质量。同时，做好生财
育财的文章，在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上持续发
力，培育涵养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财源。
（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指导各地加快构建集中财力办大事
财政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合力、资金合力和工作合力。２０１９ 年，省
财政安排用于三大攻坚战、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资金 ９６４ ４２ 亿
元，占省本级可用财力的 ６０ ５％ 。按照“早编预算、细编预算、确
保执行、强化绩效、公开透明”的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进
预算管理改革，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财政监督，完善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贯彻《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推进全省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财政政策体
系和资金管理机制，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
效管理体系。健全完善公开公平、透明规范的公款竞争性存放常
态化机制，开发资金存放网上招标平台。配合省人大做好预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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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工作。
（三）深化“上门服务至少一次”活动，进一步提高财政服务水平
在巩固前两年工作成效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开展“上门服务
至少一次”活动，坚持结果导向，创新形式载体，注重活动实效，结
合“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和“三服务”活动，主动上门开展政策
宣讲辅导，为企业、部门、单位送政策、送服务，更好地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更好地推进财政改革、更好地提升财政部门形象。大力推
进财政数字化转型，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推动财政决
策、管理、监督、服务创新。
各位代表，２０１９ 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严格按照省十三届人
大二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扎实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为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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