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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5日在海阳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 

 

海阳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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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财政

决算草案，请审议，并请提出意见。 

2016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下行、营改增及收入划分改

革等多种因素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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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紧抓“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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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 

一、全市财政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主要特点 

1、坚持深挖堵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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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做好生财、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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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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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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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亿元，极

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市财

源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坚持吃透政策、主动作为，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

障。面对资金争请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我们充分利用“营

改增”全面实施和中央、省市支持转方式调结构等重大机遇，

灵活运作，积极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对接汇报，在争请上级

项目资金和地方债券等工作中取得新突破。特别是在棚户区

改造和毛衫创新园、汽车城产业园 PPP 项目运作上，不断探

索、扩大筹资渠道，按照相关规定完善手续和资料，在加强

资金管理的同时，为我市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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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工程推进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事

业健康发展。 

3、优化支出、为民理财，公共财政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

紧紧围绕“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的目标，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有保有压、有

促有控的原则，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支出，加大重点支出保障力度，将

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投向公共领域。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用

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 20.35 亿元，占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66.09%。其中：一是“三农”投入方面。全市“三农”支出

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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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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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亿元，积极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高基础养老金、城乡

低保、五保补助标准，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开展，维护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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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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亿元，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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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提高了城

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 

4、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求效，财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最为重要的一年，市镇两级财政部门积极探索、落实责任，

推进财政工作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不断拓展财政发展的空

间和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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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简化和规范操作流程，逐步

提高财政直接支付比例，保障了财政资金支付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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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不苟，查根找据，能省则省，最大限度地节约开支。

全年共审核政府批转报告 1070 多份，审减各类不合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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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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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力度、财政监督检查等方式，全年共节约

财政资金 1.7 亿元，切实做到了节支高效。 

二、全市 2016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2016 年一般公共决算情况 

1、收入方面：市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的 2016 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93830 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为适应公共财政经济形势变化需要，经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批准，对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进行

了调整。当年实际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3906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0.03%，可比增长 14.63%。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是： 

（1）税收收入完成 223726 万元，其中：增值税 47599

万元，增长 117.49%；营业税 33475 万元，降低 47.48%；企

业所得税 11836 万元，增长 4.98%；个人所得税 5894 万元，

降低 30.72%；资源税 328 万元，降低 24.94%；城市维护建设

税 9387 万元，降低 2.32%；房产税 6085 万元，增长 22.83%；

印花税 1819 万元，降低 18.98%；城镇土地使用税 2950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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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15.33%；土地增值税 28437 万元，增长 9.54%；车

船税 2160 万元，增长 12.15%；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47199 万

元。 

（2）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 70180 万

元。 

2、支出方面：市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的 2016 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5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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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转贷地方政府债券影响，我市财政支出也发生了

相应变化。经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批准，将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297726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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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606 万元，其中，灶内支出

30793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3.43%，增长 6.61%。灶内

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分别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47003万元，实际支出 4724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50%； 

（2）国防支出预算 233 万元，实际支出 234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43%； 

（3）公共安全支出预算 20403 万元，实际支出 2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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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5%； 

（4）教育支出预算 89013 万元，实际支出 9221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3.59%； 

（5）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4170 万元，实际支出 4174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10%；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 3773万元，实际支出 377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1%；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49724 万元，实际支出

5195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49%；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预算 36296 万元，实际支

出 3660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85%； 

（9）节能环保支出预算 1400 万元，实际支出 1434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2.43%； 

（10）城乡社区支出预算 12426 万元，实际支出 1499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0.65%； 

（11）农林水支出预算 20175 万元，实际支出 2172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7.69%； 

（12）交通运输支出预算 2940 万元，实际支出 2955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51%；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预算 577 万元，实际支出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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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04%；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预算 510 万元，实际支出 51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59%；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预算 1369 万元，实际支出 136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16）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预算 1345 万元，实际支出

134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30%；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预算 479 万元，实际支出 47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18）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1030 万元，实际支出 1036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58%; 

（19）国债还本付息支出预算 4860 万元，实际支出 48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6%。 

按现行财政体制规定计算，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9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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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412 万元，收入总计 696318 万元，

扣除体制上解等转移性支出、置换债券还本支出、安排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和需要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专项支出共

345712 万元，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0606 万元相抵后，财

政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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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201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5515 万元，加上上级

专项补助、专项债券及上年结转等 31108 万元，收入总计

5662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2555 万元，加上体

制上解资金 14 万元，支出总计 52569 万元，收支相抵，当年

结余 4054 万元。 

（三）2016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16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7709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3172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5984 万元。加上 2015 年结转收入 107954 万元,2016 年收入

总计 195663 万元。2016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8943 万元。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123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 57708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16720

万元。 

（四）街道办事处及区财政决算情况 

按照《预算法》要求，现将四个街道及四区财政决算情

况纳入决算草案向大会进行报告。方圆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24461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059 万元。东村

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18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3367 万元。凤城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6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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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963 万元。龙山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198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875 万元。开发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52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3382 万元。度假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299 万元，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79 万元。碧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606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149 万元。核电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68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186

万元。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6 年全市财政工作取

得的成效，是市委正确领导、人大依法监督的结果，是全市

上下、各行各业齐心协力、科学发展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财

政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我市工业企业较为

薄弱，缺少骨干企业支撑，房地产业受政策调控影响较大，

产业和税源结构不合理，导致全市税源比较贫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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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家结构性减税和营改增等税制改革持续影响，财政收入

压力巨大。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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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矛盾异常尖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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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支平衡愈加困难。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忧

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高度重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采取得力

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尽管 2017 年全市财政经济仍然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形势

和任务，但我们坚信，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的有

效监督和支持下，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密切配合，一定

能够圆满完成全年的财政工作任务，为我市经济社会更好更

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