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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肇庆市鼎湖区 2016 年决算草案的报告

肇庆市鼎湖区财政局 梁宇强

（2017 年 6 月）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作本区 2016

年决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55561 万元，各项收入情

况如下：

1、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2964 万元，为年计划

100.47%，同比下降 13.08%。

（1）税收收入 37924 万元, 为年计划 37983 万元的

99.85%，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0.24%，同比下降 16.69%。

其中：国税收入 10872.4 万元，为年计划 10887 万元的

99.87%，同比增收 1680.4 万元，增长 18.28%。地税收入

27051.8 万元，为年计划 27096 万元的 99.84%，同比减收

9277.2 万元，下降 25.54%。

（2）非税收入 25040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1.43%，同比

增长 47.02%。其中：专项收入 3437 万元，同比增长 11.05%；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505 万元，同比下降 9.01%；罚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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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万元，同比增长 72.36%；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

收入 15606 万元，同比增长 114.78%。

2、上级补助收入 47996 万元。

3、调入资金 132 万元。

4、债券转贷收入 104649 万元。

5、上年结余 53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139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73%，同比下降 0.27%。各项支出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211万元，为年计划的99.94%，

同比减少 1.71%。

（2）国防支出 452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同比增长

47.23%。

（3）公共安全支出 8130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75%，同

比减少 0.27%。

（4）教育支出 22004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62%，同比

减少 6.59%。

（5）科学技术支出 3030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同比

增长 94.23%。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747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

同比增长 41.34%。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819万元，为年计划的100%，

同比增长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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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医疗卫生支出 11896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同

比增长 8.01%。

（9）节能环保支出 4890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同比

增长 120.87%。

（1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2213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84%。

（11）农林水事务支出 8375 万元，为年计划的 98.75%，

同比减少 4.75%。

（12）交通运输支出 19779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46%。

（1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591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867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

（15）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901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

同比增长 11.65%。

（16）住房保障支出 3491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

（17）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 406 万元，为年计划

100%。

（18）其他支出 83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0%。

2、上解省市支出 6525 万元。

3、债务还本支出 13433 万元。

4、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534 万元。

2016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55561 万元（包括上

级补助、债务转贷收入、调入资金和上年结余等资金 9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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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152632 万元（包括上解省市支

出、债务还本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资金 23493 万

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2929 万元。

二、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6 年基金预算收入 43266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86%。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37452 万元，城市公用事

业附加收入 1423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85 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收入 3250 万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收入 75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148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531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2 万元。

2016 年基金预算支出 58253 万元，为年计划的 99.5%。

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416 万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49979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支出 386 万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支出 1064 万元，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4072 万元，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

支出 1330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支出 291 万元，新型墙体

材料专项基金相关支出 45 万元，污水处理费相关支出 670

万元。

2016 年，基金预算总收入 110013 万元（包括债务转贷

收入 61215 万元、上年结余 379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57

万元和调入资金 77 万元），基金预算总支出 109511 万元（包

括债务还本支出 51215 万元，调出资金 41 万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5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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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6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0万元，为年计划的100%。

2016年没安排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年终结转下年60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6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212 万元，为年计划的

127.3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149 万元，为年计划的 101.2%。

收支相抵后，加上上年结余 21568 万元，2016 年社会保险基

金滚存结余 23631 万元

五、财政工作主要情况

（一）完善征管体系，协调各部门多措并举，促进财政

收入平稳增长。

一是依法完善征管体系。坚持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充分

发挥“税收征管平台”和“税源监控平台”的作用，及时分

析涉税信息，科学研判收入形势，强化与各涉税部门及各板

块的联动协作效应，综合治税体系进一步完善。二是全面落

实税制改革。及时跟踪了解“营改增”、消费税政策调整动

态，准确掌握财政收入结构和企业税负的变化情况，积极谋

划各项应对措施。全面梳理甄别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财政

支出等方面实施的优惠政策，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规范管理的

长效机制。三是深度挖掘税源潜力。加大税源摸排力度，密

切关注税源经济走势，加强财政与国税、地税、国土、建设、

镇（办）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开展房产税、安置房税源

等多项调查，强化资本市场股权转让和非居民税收征收管

理，全面掌握房地产企业、拆迁安置房和重点工程税费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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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加强税源监控实施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等入库信息

的动态管理，同心协力抓好征管工作，确保应收尽收，为财

政增收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税源支撑。

（二）抓住发展机遇，争项要资工作成效显著，促进经

济发展扎稳根基。

一是优化投资环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多渠

道筹措资金，借助贵广、南广铁路、广佛肇高速公路、广佛

肇城际轻轨等交通便利优势，积极落实以铁养铁，交通补贴

等财税扶持政策，紧握机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

加快永安工业园配套设施规划，推进园区变电站建设，完善

交通基础、生活设施和排污设施建设，促进园区产业化、集

群化、现代化发展。二是充分发挥财政资源配置独特作用，

持续加大新型工业投入力度，扶持企业转型升级，不断为产

业发展注入动力。2016 年共投入 5354 万元，大力支持皇中

皇电子商务发展，以及鼎湖山泉、鸿特精密、逸舒制药等重

点企业淘汰老旧设备、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培植税源增长

点，为加快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保驾护航作用。三是

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与国开行、

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合作融资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

式，落实融资资金超 30 亿元，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河涌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桂城片区土地整治、永安工业园

二期、观砚大道等项目建设。争取省级新增债券 4 亿元推进

321 国道、广佛肇城轨等项目建设，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

千斤”效益。

（三）优化支出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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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长效机制。

区财政牢固树立“为民理财”理念，紧紧围绕群众关心

关注的“医教食住行”重点环节，以及年度政府民生工程、

政府实事和社会事业建设项目，持续加大各类民生设施、惠

民项目建设力度，切实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让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是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16 年共

支出 2397.02 万元用于全区 17547 名中小学生受义务教育公

用经费，其中：中央、省财政负担 1350 万元；市财政负担

119.85 万元；区财政负担 927.17 万元。

二是提高民政经费保障水平。2016 年，发放城乡基本养

老金 5145 万元，保障城乡居民老年基本生活；下拨城乡低

保、五保、孤儿、高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助等资

金 1110 万元；支出 106 万元用于城镇“三无”人员、农村

五保农村低保、优抚、特困家庭等对象给予适当医疗救助；

支出 717万元提高参战涉核退役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和重点优

抚对象抚恤、生活补助标准以及优抚对象抚恤自然增长补

助。

三是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2016 年，核定种粮补贴面

积 21446.01 亩，涉及农户 9047 户，核发补贴资金总额达

175.21 万元；审批申请购机农户 23 户，购机 23 套，补贴资

金 7.8 万元；发放水库移民补助资金 2188 万元；发放现职

村“两委”干部 476 人补助资金 768.4 万元,离任村“两委”

干部生活补贴 497 人补助资金共 89.2 万元；2016 年列入改

造任务的农村危房 20 户，累计核发危房改造资金 117.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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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惠及 27 户农户。

四是促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 年，支出由市财政统

筹管理的区城乡基本医疗收支 7005 万元；核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 1250 万元，确保了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正常运作；拨付 851 万元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体系建设，保证了医改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五是落实各项就业补贴政策。一是支出就业资金 609 万

元，用于促进就业培训政策，为劳动力创业提供帮助，为参

加创业的劳动力提供职业介绍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小额担保

贷款贴息等。二是落实失业参战和涉核退役人员就业资金。

为维护社会稳定，2016 年各镇和区直单位给失业参战和涉核

退役人员安排了 19 个工作岗位，聘用人员的经费由政府统

筹解决（含工资 1500 元和单位部分的社保费），全年预算 51

万元。

七是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结合省卫生村、宜居

村庄和广东省名村创建工作，2016 年投资第二、三期“和美

乡村”建设资金 296.97 万元，截止目前，共计投入 9200 万

元建设“和美乡村”，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绿化美化乡村，

全区创建“和美乡村”68 条，惠及群众 2.8 万多人。农村饮

水工程和“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建设投入 1727.8 万元，完

成民生饮水工程 17 宗，解决 5.1 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四）稳妥有序推进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全面实行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我区除 2 个涉密部

门外，区直 53 个预算单位利用政务公开栏、单位网站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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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开预决算财政信息，提高了预决算及“三公”经费的透

明度。二是推行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2016 年推行我

区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着力打造“安全、高效、规

范、公开、透明”的乡镇财政资金支付管理新模式，进一步

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三是加强政府采购和投资评审管理。

2016 年全区监督采购项目 1,395 宗,采购预算金额 4,382.7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 4,158.02 万元,节约资金 224.68 万元。

投资审核中心审定预结算项目 269 宗，送审金额 44,270 万

元，审定金额 40,676 万元，核减金额 3,594 万元。四是推

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根据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区财

政负责区直单位交通补贴制度制订和发放管理、执法执勤用

车制度改革、定向化保障车辆管理、车辆处置等四项工作，

从 10 月起每月已及时将交通补贴拨付到区直参改单位，并

在 2016 年 12 月底完成了两期的公车拍卖工作，两期拍卖的

车辆有 89 辆，成交 81 辆。

三、财政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6 年，我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在取得上述

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中依然存

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受宏观形势复杂多变、收入增长难

度加大、财政支出压力剧增、筹融资任务艰巨等多重因素叠

加影响，全区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区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接下来我们将提高预算工作

执行力，推动财政工作转型，增强服务中心大局的能力。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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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聚力，真抓实干，开拓进取，为推进鼎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新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