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材料

滦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滦州市 2021 年决算的报告

—2022 年 7月 29 日在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

滦州市财政局局长 张双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 2021

年决算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21 年财政决算总体情况

2021年，在市委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监督指导下，面对严峻复杂

的经济形势，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落实积极财政政

策，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较好地完

成了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一是收入情况。年初批

准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3500 万元，调整预算后，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53500 万元。决算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4670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5%，加返还性收入 18009 万元，转移支付收

入 200169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64500 万元，上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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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收入 4403 万元，调入资金 269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合

计 544444 万元。二是支出情况。年初批准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407722 万元，调整预算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4822 万元。

决算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026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6.9%，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71878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780 万元，调出资金 2693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70 万

元，年终结余 1566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合计 544444 万元。

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一是收入情况。年初

批准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1000 万元，调整预算后，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 131000 万元。决算结果，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100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加上级补助收入 1803 万元，

上年结余 801 万元，调入资金 2698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15800

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合计 252102 万元。二是支出情况。年

初批准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2510 万元，调整预算后，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238410 万元。决算结果，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3840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加上解上级支出 5万元，调

出资金 269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0990 万元，年终结余 10万元，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合计 252102 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一是收入情况。年

初批准本级社保基金预算收入 98278 万元，调整预算后，社保基

金预算收入 102304 万元。决算结果，社保基金收入 1043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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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调整预算的 102%。二是支出情况。年初批准本级社保基金预

算支出 74352 万元，调整预算后，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77786 万元。

决算结果，社保基金支出 83890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7.8%。

当年收支结余 20435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1 年，市属国有

企业包括粮食储备公司、城投公司、恒信投资集团公司、建投公

司、滦通市政投资公司、滦海劳务派遣公司等 15 家公司。上述企

业收益较少，无法形成国有资本经营收支，但上级下达国企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70 万元，因此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

为 70 万元。决算结果，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为 70万元。

上述决算结果已上报省财政厅，在批复过程中如有变化，另

行向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2021 年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一）财政预算资金年终资产负债基本情况。一是资产类期

末余额 22551 万元。其中：国库存款 20196 万元，其他财政存款

647 万元，暂付款 1708 万元。二是负债类期末余额 5253 万元。

其中：暂存款 7278 万元，与上级往来-2025 万元。三是净资产期

末余额 1729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结余 15660 万元，

政府性基金结余 10 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70 万元，预算周

转金 458 万元。

（二）预备费使用情况

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5000 万元，实际支出 5000 万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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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疫情防控、专项扶贫等重大支出。

（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预算周转金情况

2021 年年初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

收 1170 万元，按规定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截止 2021 年

年底，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 1170 万元；2021 年年初预算周转

金 458 万元，预算执行中无变化。

（四）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累计收到中央和省级下达的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资金 200169 万元。其中:上级基本财力保障及各类体制返还资金

55716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 64 万元，公共安全 1600 万元，教育

10580 万元，科学技术 1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506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26210万元，卫生健康7051万元，节能环保17844

万元，农林水 21044 万元，交通运输 49521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 396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1622 万元，住房保障 7209 万

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278 万元，商业服务业 15 万元，其他

498 万元。

（五）“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2021 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 1847 万元，决算 1313 万元，

比年初预算少 534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年初预算 0

万元，决算 0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无增减；公务接待费年初预

算 225 万元，决算 156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69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年初预算 888 万元，决算 724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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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年初预算 734 万元，决算 433 万元，比年初

预算少 301 万元。

（六）盘活存量资金情况

一是财政专户盘活存量资金使用情况。根据规定，调入国库

的财政专户资金应在两年内使用完毕。我市财政专户盘活 2020

年底之前存量资金 6662 万元，2021 年已入库用于弥补当年收支

缺口；盘活 2021 年底之前存量资金 1872 万元，已于 2022 年入库。

二是 2021 年收回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 20721 万元，用于新城

供热改造、农房抗震加固改造、富丽小区经济适用房以及其他重

点民生项目支出。

（七）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安排直达资金 112983 万元，其中上级下达 108917 万

元，本级安排配套资金 4066 万元，全部分配到具体项目，分配率

100%；实际支出 101688 万元，支出进度 90%。主要用于:在职人

员工资及离退休费 9886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补贴 19634 万元,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优抚对象等救

助补助 13246 万元,城乡义务教育、学生资助补助 7282 万元,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等补助 5447 万元，赤曹国道等道路建设

补助资金 39572 万元，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589 万元，危房改造及

城镇安居性工程补助资金 5936 万元，普惠金融发展资金 96 万元。

（八）预算安排重点项目执行情况

2021年累计拨付重点项目资金200896万元。包括:城乡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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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群众、优抚对象生活补助、就业创业补助等社会保障资金

18041 万元，疫情防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教育基础设施等社

会事业资金 20111 万元，“双代”、垃圾清扫保洁、造林绿化等

生态环境治理资金 35663 万元，重大市政项目建设、老旧小区改

造、“东外环”建设、赤曹国道等城镇化建设资金 84995 万元，

乡村振兴资金 24400 万元，各类扶贫资金 3286 万元,“雪亮工程”、

信访维稳、“扫黑除恶”等社会管理资金 14400 万元。

（九）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止 2021 年年底，政府债务余额 568970 万元，包括一般债

务 281244 万元、专项债务 287726 万元。

（十）关于审计发现问题的说明

一是应缴未缴财政存量资金的问题。截至目前，该部分资金

已按规定盘活入库。二是财政暂付款未及时清理的问题。2021 年

8 月，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研究制定了《滦州市财政局关于暂付

性款项化解方案的报告》。截止目前，该部分资金已按时间进度全

部化解。三是预算执行率低的问题。财政部门多次印发通知，加

大对预算单位项目支出督导力度，督促单位尽快完善相关手续，

不断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

督促部门加强项目调研，确保项目一经列入预算，能立即形成支

出。四是预算编制不细化的问题。2021 年，我市全面开展了绩效

自评工作，要求项目全部细化到单位。2022 年，除按上级规定代

列事项外，已全部编制到单位。下一步，财政部门将严格按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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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相关规定，细化预算编制，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

三、存在问题

从决算情况看，2021 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但同时财政

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方面，财政增收形势严峻。受新

冠肺炎疫情及“减税降费”政策等各类外部因素影响，经济恢复基

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可挖掘税源减少，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本

级可用财力增量有限。另一方面，收支矛盾突出。“三保”支出

以及疫情防控、征占地补助补偿、绿化补贴等各类刚性支出需求

不断增加，但可用财力增幅较小，收支矛盾日趋尖锐。

四、下一步工作举措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时期关键之

年，做好今年财政经济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将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落实积极财政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奋力推动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落实减税政策，全力组织收入。财政结合税务、人行

部门，合力做实做细政策宣传、资金保障、数据传递等环节工作，

确保中央组合式减税退税政策早落地、快见效。沉着应对减税政

策带来的收入压力，稳固既有税源、把控新增税源、开展土增税、

环保税等系列增收行动，确保全市税收实现稳定增长；加大榆山

石矿、闲置资源等国有资产处置力度，加快建设用地出让速度；

针对政策调整，谋划储备合格债券项目，全力争取国家和省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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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资金，支持我市重点项目建设。

（二）强化预算执行，严格支出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坚持无预算不支出，大力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腾出资

金优先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科学配置资源，强化统筹资金，助推我市转型升级、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等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三)防范运行风险，确保平稳运行。持续化解存量债务，

确保债务率处于安全可控合理区间；对违规、变相举债实施终身

问责，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兜牢民生底线，强化监控，防范运行

风险，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管好用好直达资金，动态跟踪资金的

分配、拨付和使用情况，努力发挥最大效益。

（四）强化财政管理，提升理财水平。坚持科学管理，精细

管理，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

用，切实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持续盘活存量资金，健

全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资金分配机制；把握好财力衔接、

资源统筹，提升应对严峻复杂形势的能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22 年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上级各项决

策部署，自觉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

意见，积极主动作为，在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中掌握主动权，打

好发展主动仗，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