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 四 次 会 议 文 件

关于沈阳市２０２１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３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

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邱立全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全市财政决算已经编制完成.受市政府委托,我向本

次常委会报告２０２１年全市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２１年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市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

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在市委坚强领导下,严格执行市十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和批准预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

效、更可持续,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

务,为全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实现

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在此基础上,财政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各项改革扎实推进,可持续发展根基更加筑牢,财政决算情况总

—１—



体良好.

(一)全市财政决算情况

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７３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比２０２０年 (下同)增长５％.其中:税收

收入６１２４亿元,增长１９％;非税收入１６０６亿元,增长１９％.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３２３亿元,可比增长５２％,剔除

企业养老保险由省统筹因素后,增长１５４％,支出规模连续３年

超千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７３亿

元,加上上级返还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３１６７亿元、调入资金

１８７４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２２６亿元、上年结余 (含结转,

下同)４１５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３２亿元,收入总计

１５０４４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３２３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１９８２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１９３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６４８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８９８亿元,支出总计１５０４４亿

元,实现收支平衡.

２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５１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１９％,下降１２２％,其中:土地出让收

入４８４３亿元,下降１２％.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７５９亿元,可比下降１５２％,其

中:城乡社区支出３２４１亿元,可比下降１６％.与向市十七届人

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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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亿元,主要是个别地区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增加政府性基金

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规模,相应减少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５１２１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８亿元、上年结余７６７亿元、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４４４亿元、调入资金１８亿元,收入总计

７３６８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３７５９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１２亿元、调出资金１６５７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１２１１亿

元、结转下年支出７２９亿元,支出总计７３６８亿元,实现收支

平衡.

３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４１亿元,增长３９３％,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及上年结余３８亿元,

收入总计７９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１亿元,可比增长

２６４７％,加上调出资金及结转下年支出５８亿元,支出总计７９
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４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入３５３１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３２９７亿元.与向市十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

出减少１４９亿元,主要是受国家医保信息平台上线试运行影响,

部分医保基金在２０２２年初结算.

按照省关于社保基金预算编制有关要求,从２０２１年起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由省级统一核算,不再在市以下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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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１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９４亿元,全部为非税收入,为预算的１１９２％,增长２４２％.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３２亿元,可比增长６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９４
亿元,加上上级返还性收入及转移支付收入３１６７亿元、下级上

解收入４２０３亿元、调入资金１００４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１２２６亿元、上年结余３７４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

元,收入总计１１３６８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３２亿元,加上上

解上级支出１９８２亿元、市对下级返还性支出２８１亿元、市对下

级转移支付支出２３９１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２１２亿元、一般

债务转贷支出９９４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元、结转

下年支出６８８亿元,支出总计１１３６８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上级财政补助及使用情况:上级下达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

支付补助２３３５亿元,当年支出２１２６亿元,结转２０２２年２０９亿

元,其中: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２５３亿元,当年支出２０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２０８２亿元,当年支出１９２６亿元.

上级下达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１８４亿元,当年支

出１７９亿元,结转２０２２年００５亿元.

上级下达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补助１３亿元,当

年支出１２亿元,结转２０２２年０１亿元.

市本级对下转移支付情况:市本级对下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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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补助２３９１亿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补助７２２亿元,一般性

转移支付补助１６６９亿元.

市本级对下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３２亿元.

市本级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补助１２亿元.

市本级结转资金使用情况:２０２０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下年３７４亿元,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中按结转用途使用３３９亿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０３亿元,结转２０２２年退管费、残保金等

有固定用途的专项资金３２亿元.

市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按照预算法有关规定,经市十六届

人大四次会议批准,２０２１年市本级预备费年初预算安排５亿元,

当年实际支出４５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物资保障、隔离酒店

及隔离点设置、第六人民医院补助、应急储煤采购等.

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２０２０年末市本级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５０亿元,２０２１年全部用于安排支出预算.

２０２１年末,将预备费结余０５亿元、政府性基金结余１８７亿元、

专项资金结余及收回以前年度结余资金等３０８亿元,共计５０亿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市本级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各部门进一步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意识,大力压减 “三公”经费,同时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市

本级 “三公”经费支出１３８亿元,比预算少１４６亿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００２亿元,比预算少０１亿元;因公出国 (境)经费

未支出,比预算少００６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１３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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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预算少１３亿元.

２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２１４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４２％,下降７７％,其中:土地出

让收入２０２８亿元,下降９１％.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２５３亿元,可比下降２２％,

其中:城乡社区支出９９１亿元,可比下降３５％.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２１４３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８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１亿元、

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４４４亿元、上年结余６８８亿元、调入资金

０９亿元,收入总计４３１２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２５３亿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２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３２亿元、专项债

务还本支出２２６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１００９亿元、调出资金

９１９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５７３亿元,支出总计４３１２亿元,实现

收支平衡.

３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０５亿元,增长１０３％,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及上年结余３５亿

元,收入总计４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６亿元,可比增

长１３９％,加上调出资金、补助下级支出及结转下年支出３４亿

元,支出总计４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上述市本级收支决算数与向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的执

行数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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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 债务余额情况.２０２１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１８０１９亿元,控制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２０２０５亿元内.从债

务性质看,一般债务９６５１亿元,专项债务８３６８亿元;从政府

级次看,市本级５１０３亿元,区县 (市)１２９１６亿元.

２债券发行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２６７亿元.从

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券１２２６亿元,专项债券１４４４亿元;从债

务分类看,再融资债券２３９７亿元,新增债券２７３亿元 (新增一

般债券３９亿元、新增专项债券２３４亿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

生态环保、轨道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已全部拨付到

位,项目实施推进有序.市政府已按照预算法要求,提请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批准了２０２１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３债务还本付息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市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３０５２亿元,其中:本金２４０３亿元,利息６４９亿元.

４债务化解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市实际化解债务１０６４亿元.

５债务风险情况.从省财政厅最新通报的我市政府债务风险

评估和预警结果来看,我市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处于安全区域.

(四)直达资金情况

２０２１年,我市共收到上级直达资金７４２亿元,其中:中央

直达资金６８３亿元,省配套直达资金５９亿元.

上级分配我市直达资金７４２亿元中,市本级２８２亿元,主

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１４２亿元、中央财政保障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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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工程补助８４亿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２亿元、

学生资助补助０９亿元、服务业发展补助０８亿元、就业补助０５
亿元、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补助０４亿元、医疗救助补助

０３亿元、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０３亿元、中小企业发

展补助０２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０１亿元、普惠金融发

展补助０１亿元等;区县 (市)４６亿元,市本级全部及时分配

下达.

二、聚焦稳增长、促振兴、惠民生,支持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展现财政新作为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具体要求,推动积极的财政

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新

贡献.

１着力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投入２４２亿元,以做好结构

调整 “三篇大文章”为抓手,推动 “５＋３＋７＋５”产业补链延链

强链.投入２５５亿元,落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系列政策,支持加

快数字沈阳、智造强市建设,持续推动中航发燃气轮机、沈阳产

业技术研究院、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数字政府云底座中枢中台等

项目取得进展.投入６２亿元,促进区域开放发展,中欧班列开

行列数稳居东北第一,盛大门综合运营、菜鸟网络物流枢纽平台

等项目开工建设.组建投资基金、城市更新及发展基金两支 “百

亿”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跟进投入到城市更新、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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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着力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支持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

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认真落实国家出台的

各项减税政策,全年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轻负担约５０亿元.迅速

落实 “２５＋１５”条政策,与广大市场主体共克突发疫情不利影响.

创新开展 “三直一快”“免申直奖”等惠企举措,３３９亿元财政

资金第一时间直拨直达企业,１６３家 “四上”企业获批财政补贴.

更加注重为中小微企业增添发展活力和动力,“政银担企”四方

风险共担的 “园区集合贷”为１１个园区的４７家企业提供担保贷

款１７亿元;以 “信用保函”“政采贷”等模式,鼓励中小微企业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６８２亿元,增长１８％;以０６亿元财政贴息资

金撬动金融机构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１６３亿元,减轻７１３名创业者

和７８４家小微企业初创资金压力.

３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投入６６８亿元,推动５条地铁

线路以及城际交通、城市道路、防水排涝等工程项目顺利开展,

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更加完备.投入８３亿元,支持１２６个老旧小

区、１８４条背街小巷和１２９７处居民住宅二次加压设施等提质改

造,切实改善百姓居住环境.投入１２１亿元,推进重点河流治理

和流域滩地生态封育,支持完成植树造林２１５万亩,新增城区绿

地５５平方公里,新建 “口袋公园”１０７０个、综合公园５座.投

入３５亿元,推进历史文化名城项目建设.投入０７亿元,支持

“百馆工程”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４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投入８２亿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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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投入８亿元,支持建成５１９万亩高标准

农田,新建改造１１万亩设施农业,切实保护好百姓的 “米袋子”

和 “菜篮子”.投入１６亿元,足额兑现各项惠农补贴.投入１５９
亿元,支持建设２７０个美丽宜居村、２５个美丽乡村示范村、４６８
公里一事一议村内道路,改造近３３万座户厕,乡村更加宜居宜

业.支持实施县域经济倍增计划,按３％的比例提取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乡村振兴发展,并于 “十四五”时期逐步提高至１１％,高

于国家规定比例１个百分点.接续推动中心镇、飞地经济、乡镇

招商引资等政策实施.

５着力增进人民生活福祉.全力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需

求,投入１７亿元,推动公民免费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定点隔

离等工作顺利开展.统筹各级财政资金８３８亿元,支持企业和机

关事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足额发放,并分别提标４６％和３５％,惠

及１４９２万名退休人员.投入２３３亿元,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３０元至每人每年５８０元,惠及城乡３９５４万

参保人员.投入１６亿元,推动出台 “创新沈阳”人才新政３０
版,支持各类就业政策落实落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益.投

入８１亿元,支持校舍安全改造、学位扩增、中小学厕所革命、

７１５间中小学校理化实验室提质升级等项目实施.支持我市成为

全国首批 “双减”试点.投入５７亿元,落实养老、残疾人康复、

救助、托养服务等各项政策.投入９７亿元,为近７６万名购房

者发放购房补贴,切实减轻百姓购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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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增实力、强管理、防风险,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和可

持续发展

２０２１年,面对收入预算执行难度加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

不利局面,坚持依法理财,统筹政府资源,积极改革创新,加快

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全市财政实

现平稳运行,在省政府督查激励考核中我市财政工作排名第一.

１着力增进财政保障能力.坚持站位大局,锚定年初预算,

强化责任担当,克服诸多困难,最终实现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５％、圆满完成收入预算的不易成绩,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

收收入规模均位列东北四城市首位,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比重高出全省平均水平７９个百分点.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导向

和支持方向,扎实推进 “三争取”工作,全市争取上级各类补助

３２０９亿元 (含返还性补助８３２亿元),增长６５％,有力支撑了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争取新增债券２７３亿元,极大补充了重大项

目建设资金需求;争取再融资债券２３９７亿元,有效减轻了到期

政府债券本金偿还压力.

２着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全市民生领域支出８３９１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８１３％,民生投入强度不减.凝聚各部门

建设节约型政府思想共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意识,全年市本级

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３６９亿元,腾挪资金全部用于保障重点项

目建设和民生福祉改善.研究制定４４类、１８６６项的预算支出标

准,进一步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实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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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严格的存量资金盘活措施,全年收回存量资金４３５亿元.２０１９
年以来全市累计消化存量暂付款１７９７亿元,超额完成省下达３
年任务,累计消化额位居全省首位.

３着力推动地区均衡发展.进一步强化财政体制机制对区县

(市)发展的引导作用,调整优化市对区县 (市)财政管理体制

和土地出让收入分成体制,进一步让利各区县 (市).在全省率

先研究制定了城建、农业农村、扶持企业发展等领域市与区县

(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方案,稳步构建财力协调、区域

均衡的市、区财政体系.在市本级财力紧平衡态势下,坚持财力

下沉,全年下达各区县 (市)各类补助３００４亿元,增长１１％,

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当好直达资金 “过路财神”,不当 “甩

手掌柜”,上级分配各区县 (市)的４６亿元直达资金,全部 “一

竿子插到底”,并切实落实好各项管理要求.

４着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充分发挥预算法定和多方监督的

协同效应,依法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预算执行、预算调整、

预算编制、债务管理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情况.稳步推动

“四部预算”统筹衔接,逐步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将人大

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抓手,

全年办理人大、政协各项议案、建议和提案７４件,见面率、答

复率和满意率均为１００％.坚持人大、审计、财政联席会议制度,

如期严肃整改存在问题,举一反三改进薄弱环节.加快预算管理

一体化建设,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在全省一体化建设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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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中排名首位.依法向社会公开政府预决算、“三公”经费等

情况,首次实现二级单位预算公开.率先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三年

行动方案编制,全年对３１５个重点项目、１３９５亿元资金进行绩

效跟踪监控,并按季度提报政府常务会审议,在全省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考核及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中均排名首位.

５着力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多措并举支持辽中区等财政运行

较为困难的四区县 (市)兜牢 “三保”底线,全年下达四区县

(市)各类补助１１５５亿元,增长１２６％.认真测算四区县 (市)

“三保”等刚性支出实际需求及缺口情况,对其当年 “三保”缺

口给予３２７亿元的全额资金调度支持,并自２０２１年起连续４年

对其 “三保”缺口给予全额兜底保障.严格落实人大对政府债务

审查监督的意见,按月调度各区县 (市)到期债务还款资金落实

情况,全年化解存量债务１０６４亿元,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水平处

于安全区域.鼓励各区县 (市)积极开展银政合作,全年利用金

融工具置换到期存量债务５１４亿元,有效缓释当期债务风险.尽

最大努力推动金融行业安全发展,投入２０亿元支持入股辽沈银

行落户沈阳,出资３０亿元组建基金增持盛京银行股份,投入２２
亿元收购农信社股份.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

２０２１年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体现在: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基础仍需夯实,部分领域资金使用效

益仍需提升,部门绩效管理工作仍有待加强,县域地区 “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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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债务风险化解压力较大等.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意见和建议,正视问题,攻坚克难,努力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克服解决,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

财政保障.

１稳步提升财政保障能力.积极做好涉税企业服务,足额兑

现助企纾困各项政策,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稳固经济发展带

动财政收入增长的良好局面.督促各区县 (市)量质并重地履行

好收入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多措并举灵活处置存量资产资源,有

效拓展收入来源.紧紧抓住中央适当扩大专项债券支持领域等政

策机遇期,努力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和新增债券支持.继续从严从

紧控制一般性支出,管好用好有限的财政资金,提升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２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好国家组合式退税减税政

策,加大资金调度频次和力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

利.积极应对 “三重压力”,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扩大

有效投资,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恢复.聚焦加快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建设、做好结构调整 “三篇大文章”、加快建设数字沈阳、大力

发展 “五型经济”等重点工作,推动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中航

发燃气轮机、宝马新工厂等重大项目持续取得进展.积极推动浑

南科技城、航空动力产业园、沈北农业高新示范区等园区加快发

展,大力支持１０个头部企业配套园区和２０个重点特色工业园区

尽早形成集聚效应.支持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推进产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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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转型,以风景、人文、时尚为要素打造青年友好型街

区,以平台、环境、新经济为重点建设人才成长型城市.

３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３５个核心发展板块建设,稳

步推进产业经济振兴、社会民生保障、人文魅力彰显、绿色生态

优化、韧性智慧支撑五大行动.推动沈飞、东塔机场搬迁和沈丹

铁路外迁项目等实施,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强化基本民生和

公共服务领域资金保障,支持做好舒心就业、幸福教育、健康沈

阳、品质养老、平安沈阳等民生工程,确保政府承诺民生实事扎

实推进.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资金保障,足额落实各项社会

保障提标政策,积极促进全市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做好强农惠农

政策资金保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４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坚决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

和决定,认真接受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把常委会关注、

人大代表关切的事项更好地体现到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管理改

革等工作中.继续执行人大、审计、财政联席会商制度,深入整

改审计查出问题,把审计整改与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更好地结合起

来.有序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我市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推动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基本建成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对新增债券项目开展预算

绩效监控工作.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做实做细行业项目

库,未纳入预算项目库的项目一律不安排预算.强化预算刚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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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５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坚持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

优先顺序,在编制年度预算时足额安排 “三保”保障资金,不留

缺口.对辽中区等四区县 (市)继续综合运用好转移支付政策,

加大资金补助和国库调度等支持力度,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

压实市、区两级政府债务管理主体责任,严禁违规举债和盲目举

债,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提前调度各区县 (市)到期债务还

款资金落实情况,准确研判债务风险形势,排查风险隐患.推动

各区县 (市)积极开展银政合作,降低债务成本.严格执行国家

和省关于新增暂付款限额管理规定,确保新增暂付款占一般公共

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两项支出之和控制在国家规定的５％以内.

６锻造忠诚干净担当财政干部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财政实践.锤

炼财政干部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牢记 “国之大者”,将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落实到财

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把政治素质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真正把 “好干

部标准”落到实处.大力弘扬斗争精神,扎实开展 “振兴新突

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深入践行 “精算、精管、精准、精

细”理念,主动亮出 “红黑榜”,激励财政干部主动担当,奋进

攻坚,不断提高财政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能力和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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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全市财政工作将继续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坚决执行市十七

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自觉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

本次会议审查意见,坚决贯彻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要求,有效发挥财政在稳增长、促振兴、惠民生、防风

险等领域作用,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

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作出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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