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写说明

为了进一步做好为全省人大代表审查和批准政

府预算的服务工作，我们结合《关于吉林省 2020 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吉林省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研究

编写了参阅资料《吉林省政府预算解读(2021)》，供

代表们参阅。

请代表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更

好地改进服务工作。

吉 林 省 财 政 厅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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