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全市 2017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18 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 年 8 月 31 日在海阳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海阳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局长

刘勇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我市 2017 年财政
决算草案和 2018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审议，并请提出
意见。
一、2017 年财政决算草案
2017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下行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市
财政经济发展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全市各级财税部门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
精神，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新
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平
稳增长”的主基调，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保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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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一）全市财政决算和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1、强化聚财增收，财源建设可持续能力显著增强。面
对严峻的增收形势，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坚持培植税源、依法
征收和规范管理“三位一体”，切实把经济发展成果体现到财
政收入上来。一是紧紧围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稳中提
质”主线，全力以赴保障“二四四五”总目标的实现，加快
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支持核电临港、旅游度假、毛衫针织、
汽车零部件四大产业的发展，强化税源监控，并深入开展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税源调查，摸清税源底数，做好预测分析，
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性。二是强化激励约束机制，调整
完善考核办法，层层分解任务，制定奖惩措施，依托财源信
息平台，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确保各项收入应收尽收。三是加大资金争请力度，面对资金
争请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认真领会财税体制改革精神，积
极研究国家和上级各项扶持政策，灵活运作，主动出击，多
次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沟通汇报，在争请上级项目资金和地
方债券等工作中取得新突破。四是强化政策引导扶持，积极
落实省、市出台的支持企业发展一系列扶持政策，办理外向
型企业出口退税 4.63 亿元，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快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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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市财源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2、优化支出结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按
照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始终坚持民生优先导向，在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不断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全力保障各项民生支出需要。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 22.49 亿元，占总
支出的比重达到 68%。其中：一是“三农”投入方面。全市
“三农”支出达 2.19 亿元，足额兑现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等
强农惠农补贴资金，加大对村级组织、农田水利、中小河流
域治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等的支持力度，促进了农村发展
和农民增收。二是教育投入方面。全市教育支出完成 10.57
亿元，用于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免费教科书、免费学生装、农村义务教育“全
面改薄”及校车营运等支出，有力推动了我市教育事业的健
康发展。三是社会保障投入方面。全市社会保障就业及住房
保障支出完成 6.04 亿元，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
基础养老金、城乡低保、五保补助等各项支出，促进就业再
就业工作开展，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四是卫生计生
投入方面。全市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 3.69 亿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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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标准，足额保障计划生育扶助经费，提高了城乡居民医疗保
障水平。
3、加快推进财政改革，财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化之年，财政部门积极探索、落实责任，推进财政工
作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一是预算管理有序推进。不断完善
部门预算编制方式，推进预算管理与绩效目标管理的有机结
合，通过科学安排支出指标体系，实现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公正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二是国库管理制
度改革有序推进。围绕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改革等主要内
容，有序推进财政信息管理大平台建设，进一步简化和规范
操作流程，保障财政资金支付安全。三 是 政 府 批 转 报 告 审
核把关有序推进。对政府批转的每一份审核报告，本着“着
眼全局、实事求是、科学把握”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节约
开支。全年共审核政府批转报告 1098 份，审减各类资金
0.87 亿 元 。 四 是财政监督改革有序推进。严把政府采购、
国有资产监管、投资评审和财政监督关。进一步健全制度、
严格程序、规范标准，覆盖预算执行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格局
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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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1、收入方面：市十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2017 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08000 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受经济下行、政策性减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和财力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为适应公
共财政经济形势变化需要，经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批准，将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行了调整。当年实
际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303766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0%，可比增长 7.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98612 万元，
非税收入完成 105154 万元。
收入项目完成情况是：
（1）税收收入完成 198612 万元，其中：增值税 57252
万元，增长 20.28%；营业税 101 万元，降低 99.7%；企业所
得税 16715 万元，增长 41.22%；个人所得税 6667 万元，增
长 13.12%；资源税 632 万元，增长 92.68%；城市维护建设税
8476 万元，降低 9.7%；房产税 5418 万元，降低 10.96%；印
花税 2181 万元，增长 19.9%；城镇土地使用税 34724 万元，
增长 17.68%；土地增值税 34152 万元，增长 20.1%；车船税
2668 万 元 ， 增 长 23.52% ； 耕 地 占 用 税 12737 万 元 ， 降 低
40.08%；契税 16889 万元，降低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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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 105154 万
元。
2、支出方面：市十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 2017 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347922 万元，受上级将抚恤、卫生、
计生、居民养老保险、义务教育保障等专项资金转为体制补
助影响，我市财政支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经市十八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将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行
了调整。在实际预算执行中，加上上级专项补助、上年结转
安排的支出，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96169 万元，
其中，灶内支出 33026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68%。灶
内支出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46326 万元，实际支出 4799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61%；
（2）国防支出预算 259 万元，实际支出 259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
（3）公共安全支出预算 20680 万元，实际支出 206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3%；
（4）教育支出预算 105020 万元，实际支出 105674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62%；
（5）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4330 万元，实际支出 4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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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算的 100.46%；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 3035 万元，实际支出 306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86%；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58077 万元，实际支出
5937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2.24%；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预算 36870 万元，实际支
出 3690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8%；
（9）节能环保支出预算 960 万元，实际支出 962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21%；
（10）城乡社区支出预算 6048 万元，实际支出 7772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28.51%；
（11）农林水支出预算 21901 万元，实际支出 2190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02%；
（12）交通运输支出预算 2940 万元，实际支出 2946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2%；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预算 653 万元，实际支出 66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23%；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预算 560 万元，实际支出 56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8%；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预算 1454 万元，实际支出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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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16）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预算 1430 万元，实际支出
143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49%；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预算 158 万元，实际支出 16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27%;
（18）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980 万元，实际支出 98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31%;
（19）债务付息支出预算 13119 万元，实际支出 1311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按现行财政体制规定计算，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303766 万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上级各项转移性收
入和上年结余收入共 157090 万元，收入总计 460856 万元，
扣除体制上解等转移性支出、债券还本支出和需要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的专项支出共 64687 万元，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6169 万元相抵后，财政收支平衡。
（三）2017 年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1519 万元，加上上级专项
补助、专项债券及上年结转等 26890 万元，收入总计 9840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3898 万元，加上体制上解和调
出资金 290 万元，支出总计 94188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

—8—

余 4221 万元。
（四）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5734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2787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 金 收 入 52947 万 元 。 加 上 2016 年 结 转 收 入 103610 万
元,2017 年收入总计 189344 万元。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6378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318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53195 万元。收支相
抵，滚存结余 112966 万元。
（五）2017 年街道办事处及区财政决算情况
方圆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978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3586 万元。东村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700 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3513 万元。凤城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69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34 万元。龙山街道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53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61 万元。开发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2308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72 万元。度
假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308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19
万元。碧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9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187 万元。核电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84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6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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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和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实施六大战略、打
赢五大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保障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3428
万元，完成预算的 53.61%，增长 6.57%，实现了时间、任务
“双过半”的工作目标。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分别为：
（1）税收收入完成 113669 万元，完成预算 54.06%，税
收比重 65.54%。其中：增值税 36093 万元，完成预算 59.82%；
营业税 51 万元；企业所得税 8481 万元，完成预算 49.44%；
个人所得税 4142 万元，完成预算 58.92%；资源税 654 万元，
完成预算 97.61%；城市维护建设税 5250 万元，完成预算
58.99%；房产税 3099 万元，完成预算 53.96%；印花税 961
万元，完成预算 42.69%；城镇土地使用税 12985 万元，完成
预算 35.58%；土地增值税 26081 万元，完成预算 72.04%；车
船税 1693 万元，完成预算 59.87%；耕地占用税完成 8029 万
元，完成预算 55.52%；契税 6095 万元，完成预算 34.14%；
环境保护税 55 万元，完成预算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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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 59759 万
元，完成预算 52.78%。
2、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6062 万
元，完成预算 59.34%，增长 13.6%。按功能科目划分：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24603 万元，完成预算 72.49%；国防支出 137
万元，完成预算 51.89%；公共安全支出 9036 万元，完成预
算 47.97%；教育支出 53527 万元，完成预算 51.56%；科学技
术支出 430 万元，完成预算 8.0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16
万元，完成预算 37.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024 万元，
完成预算 73.3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4491 万元，完
成预算 53.26%；节能环保支出 429 万元，完成预算 30.25%；
城乡社区支出 37215 万元，完成预算 240.14%；农林水支出
13152 万元，完成预算 30.88%；交通运输支出 4951 万元，完
成预算 38.38%；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10 万元，完成预算
29.6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96 万元，完成预算 44.3%；援
助其他地区支出 1270 万元，完成预算 81.99%；国土海洋气
象等支出 1063 万元，完成预算 24.05%；住房保障支出 325
万元，完成预算 4.82%；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6 万元，完成预
算 10.86%；债务付息支出 5601 万元，完成预算 41.3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1—

2018 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4814 万元，
完成预算 8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1458 万元，完
成预算 88.51%。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0461 万元，完
成预算 52.77%，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4211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6250 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 36743 万元，完成预算 43%，其中：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247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 24270 万元。
（四）街道办事处及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上半年，方圆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034
万元，完成预算 53.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90 万元，
完成预算 29.6%。东村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064 万
元，完成预算 52.1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19 万元，完
成预算 29.5%。凤城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937 万元，
完成预算 56.1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748 万元，完成预
算 44.7%。龙山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30 万元，完成
预算 62.5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13 万元，完成预算
56.2%。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559 万元，完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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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62 万元，完成预算 23.8%。
度假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940 万元，完成预算 58.5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85 万元，完成预算 34.3%。碧城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825 万元，完成预算 53.25%；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04 万元，完成预算 45.8%。核电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73 万元，完成预算 51.84%；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 339 万元，完成预算 53.7%。
（五）政府债券资金情况
2018 年上半年，争取上级财政部门分配我市地方政府一
般置换债券 4600 万元，用于置换到期债券本金支出。
上半年，面对严峻的收入形势，我们认真分析影响我市
收入的各种不利因素，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充
分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促进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按照构
建和谐社会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要求，始终把解决民
生问题放在财政工作的首位，优化支出结构，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
中投向民生服务领域，为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坚实
的基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财政经济运
行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一是我市工业基础较为
薄弱，缺少骨干企业支撑，全市税源比较贫乏，结构不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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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税抗风险调控能力较差，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的基础
还不够稳固。国家继续减税降费等政策对我市地方财政收入
的影响也较大，全年收入形势不容乐观，完成全年目标压力
很大。二是随着干部职工工资提标、民生项目配套以及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需求量逐年加大，临时发生的各种不可
预见的支出项目增多。受亚沙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亚沙
场馆、跨海大桥、北京路等建设，以及近年来棚户区改造、
水利工程项目、大班额等民生项目建设形成的政府债务影响，
还本付息压力较大，财政收支矛盾异常尖锐，实现收支平衡
愈加困难。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坚持壮大财源，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继
续把组织收入工作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加强收入调
度、组织的同时，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深入开展企
业经济运行分析，积极支持配合税务部门抓好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税种的征收工作，特别是加强房地
产业、建筑业税收的征管。同时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强化票
据源头控管，加大土地出让金、基础设施配套费等非税收入
征缴清欠力度，确保完成全年收入目标任务。二是着力培植
骨干财源和新兴财源。围绕我市“一二三四五六”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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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本思路，进一步调整财政性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提
高对毛衫、海阳绿茶等地方特色经济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大
力培植新的财源增长点。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严强
化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让全市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一是保障重点支出。调整优化
民生项目布局和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民生项目支出，千
方百计把民生资金管好用好，确保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民生
领域。在优先保障好人员工资、机构运转等经费的基础上，
对教育、科技、三农、扶贫、乡村振兴等惠民利群项目和重
大工程建设资金，通过各种筹资渠道予以足额落实。二是压
缩一般性开支。牢固地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贯彻执行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继续执行“三公经费”
管理，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加强财政管理，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一是继
续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
容，提高公开质量，切实提升财政透明度。二是认真贯彻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大
力探索 PPP 模式，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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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以及公务卡使用，构建操作规范、
运行高效、管理科学、监督有力、公开透明的财政收支管理
体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四是进一步加强债务资金管理，
按照上级规定，制定债务化解方案，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和统
筹财政资金等方式，进一步消化债务问题，确保债务风险可
控。
（四）强化财政监管，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进一步完善
和强化财政监督检查管理机制，不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坚
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资金使用理念，着力提升
财政资金使用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加大对政府投资工程资金、民生政策资金、政府采购、国有
资产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确
保财政资金安全、有序运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下半年财政经济形势更
加严峻，财税工作任重道远。我们相信，在市委的正确领导
和市人大的有效监督、大力支持下，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密
切配合，全市财政工作一定能够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为海阳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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