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十八届人大一次

会 议 文 件 (１７)

关于福州市鼓楼区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及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１日在福州市鼓楼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福州市鼓楼区财政局局长　柳向阳

各位代表:

受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委托,现报告鼓楼区２０２１年预算

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也是 “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区财政部门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始终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 记 “七 一”重 要 讲 话 和 来 闽 考 察 重 要 讲 话 精 神,坚 持

“３８２０”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聚焦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合

理研判财政收支形势,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稳妥做好财政管

理工作,为迈好 “十四五”开局第一步提供坚实支撑.

(一)全区预算收支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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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公共预算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６０８４亿元,增长１８％,其

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５４７亿元,增长１５％.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３１６８亿元 (含省市专款和上年结转等支出,下同),同

口径增长６％.

２政府性基金

全区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１１５７亿元,本年支出１８０１

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２８万元,全额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使用.

(二)区本级预算收支预计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１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５２８４亿元,增长

２０２％,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０亿元,增长１７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３０９４亿元,同口径增长６８％.

(１)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税收收入２５１４亿元,增长１８７％,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８３８％;非税收入４８６亿元,增长９１％,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１６２％.

(２)重点支出执行情况

教育支出１０１６亿元,主要用于健全学前教育多元投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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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高幼儿园普惠率,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落实

教师待遇,保障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持续推

进公办幼儿园、小学等校区建设.

科学技术支出０７亿元,主要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

造,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０５４亿元,主要用于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维持博物馆、文化馆等文体场馆运转,开展群众性

体育活动.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５６５亿元,主要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发放优抚对象生活补贴,稳就

业促就业等.

卫生健康支出２２５亿元,主要用于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卫生事业,全力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购

置应急物资和医疗设备储备等.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３１７亿元,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整治、公

园绿地和道路街巷建设等,持续推进道路保洁市场化,保障垃圾

分类和清运、公园养管等环境卫生重点项目,提升城市环境.

２政府性基金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１１４９亿元,本年支出

１７９１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１４８２

亿元,主要用于旧城改造、市政建设等重点项目.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安排支出１３４亿元,用于软件园数字经济产业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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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产业园区建设,西郊坊下、杨桥西路兰尾村等安置房建设.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２８万元,为区属国企按上年

净利润３０％上缴的收入,全额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

上述数据在省、市决算编制中将有所调整,待决算编成后再

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批.

(三)落实区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按照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决议,结合区人大常委会的

审查意见,区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

强化财政收入组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财政绩效管理,切

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服务我区发展大局.

１积极有为,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全面稳固存量税源.坚决落实各类减税降费政策,结合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

性,全年减税降费金额达１２７４亿元,为市场主体减负担、为经

济发展增动力.全面梳理整合各项惠企政策,加强政策宣传和政

策辅导.加快兑现涉企奖补资金,累计拨付各类惠企资金４０８

亿元,推动企业发展与财税征管同频共振,巩固存量税源对财政

收入的支撑作用.健全税源监控机制,关注金融业、批发和零售

业、房地产业等重点行业运行态势,关注重点企业纳税增减和税

源户数变化,及时分析增减原因,最大限度保证存量税源稳定.

着力培育增量税源.完善财税协作工作机制,挖掘和培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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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点.充分调动各街镇、园区协税护税工作积极性,兑

现税源回归区级留成奖励资金０２８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充分运用以商招商、以政策招商、 “走出去”招商等手段,吸引

优质的企业和项目入驻,做好落地企业的育商稳商工作,加快形

成财源新增长极,增强财政收入增长后劲,为我区经济发展蓄势

积能.

坚持过 “紧日子”思想.按照 “应压尽压”的原则,压紧压

实一般性支出,２０２１年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压减超２０％.

按照 “应清尽清”的原则,加大清理财政存量资金、往来款项力

度,盘活存量资金４５亿元,用于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国有

企业规模、开展 “惠聚榕城消费季”等活动.按照 “应调尽调”

的原则,调整预算执行进度慢、可暂缓实施或低效无效的项目资

金.按照 “应减尽减”的原则,建立预算执行与预算安排挂钩机

制,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口,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２强化统筹,补齐民生事业短板

坚持政策、资金、机制并举,答好 “民生卷”.完善公共服

务政策体系,不断朝着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

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的方向迈进.进一步加大民生资金统筹

力度,在筹措本级资金、盘活存量资金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上级

补助资金６２４亿元、申请政府债券资金３９５亿元.贯彻财政资

金直达机制,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资金

纳入直达资金范围,分配下达直达资金１５２亿元,建立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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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制,实行穿透式监控,确保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坚持主线、底线、基线统筹,织牢 “保障网”.紧紧抓住主

线,全面做好强链补链、加固提升等工作.整体提升民生保障水

平,共投入２５１亿元用于支持民生事业发展,民生支出占全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近八成.兜牢底线保基本民生,确保重点群体

就业有岗位、创业有扶持、收入有保障.稳步提高基线,持续提

升民生保障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从每人每

年５８０元提高至６２０元.提高残疾人护理、生活补贴、低保生活

费补助标准,扎实做好救助保障工作.提高社区工作者薪酬待

遇,强化基层社会服务力量.

坚持政府、企业、群众联动,画好 “同心圆”.强化政府主

导,推进民生事业均等性、普惠性、便捷性发展,基本公共服务

项目实现扩面、提质、增效,促进区域公共服务资源有效融合,

全区公共服务支出较上年增长１０％以上.注重市场补位,积极

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相关服务行业的投资,政府购买服务与市场

化竞争机制相结合,丰富教育、养老、环卫等公共产品供给体

系.鼓励群众参与,全力保障网格员队伍建设,深入听取民声民

意,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保障最急需、最迫切的领域,高

效解决民生难点、痛点和堵点.

３提质增效,持续深化财政改革

绩效管理提质扩围.完善全过程绩效评价体系,做 “实”绩

效监控,全区７３家一级预算单位全部编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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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政资金２６０９亿元.做 “全”绩效自评,共实施财政绩效

评价项目９９９个,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做 “深”绩效评价,选

取３０个项目开展绩效复评、３个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做 “严”

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绩效评价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基础性

作用,为坚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资金监管持续提升.严防政府债务风险,健全举债融资机

制,研判中长期可偿债能力与举债规模匹配度,合理确定举债规

模,确保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严守 “三保”支出底线,强化

“三保”执行监控,全区 “三保”支出达１８８６亿元.保障库款

规模,建立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严把财政资金安全关,构

建内控内审、动态监控、专项监管和专题培训相结合的财政监管

体系.

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简化政府采购

审批流程,取消非公开招标 (含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和进口产品

论证纸质件审批,实现线上申请、线上审批.加大政府和部门预

决算公开力度,公开形式不断创新,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

富,明细程度不断提高,确保公众把政府 “账本”看得全面、看

得清楚、看得明白,打造阳光财政.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

局面,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决策部署,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财

政保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服务发展大局取得更大成果,财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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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迈入了新时代!

上述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也是各级各部

门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发展也存在

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一是财政增收动力不足.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同时,明年中央将针对不同行业和市场主体

出台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增收难度加大.

二是收支 “紧平衡”状态将持续.新冠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

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所需

资金量巨大,有限财力与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草案

２０２２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年,也

是全面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区财政部门将继续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落实落细各项财政工作,更

好发挥财政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

(一)全区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６３８８亿元,增长５％,其

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７２５亿元,增长５％.按照财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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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测算,当年全区可用财力２５５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

亿元,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８５亿元.

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３１万元,支出３３１万元.

(二)区本级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一般公共预算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５５４８亿元,增长５％,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１５亿元,增长５％.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加上级转移支付收入１５亿元,加下级上解收入４８８亿元,

减体制上缴省、市财政１２６亿元,当年区本级可用财力２５２８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亿元,相应安排区本级财政支出

２８２８亿元.

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３３１万元,支出３３１万元.

(三)２０２２年财政支出重点

１加强财源建设,“做大蛋糕”创出新成果

群策群力夯实增收基础.聚焦新发展任务,坚定信心、下定

决心,主动扛指标、扛责任.推动全区税收共治,与各街镇、产

业园区及税务部门等多方联动,加强收入预研预判.积极推进政

企联动,加大区重点税源企业走访力度,以走访服务重点企业工

作带动企业普惠性服务落地.切实做到依法依规保税争税,确保

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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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加码抓好招商引资.安排０５３亿元.聚焦招商引资再

发力,着力引进一批高能级项目、头部企业和创新资源,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协同创新.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

持、财政正向激励等方式,全力打造朱紫坊基金港 “府院金融”

新名片,完善软件园等产业园区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空间载

体.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促进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为辖区产业聚

势赋能.

提质增效激发创新动力.安排０６亿元.优化企业研发费用补

助政策,重点培育一批 “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

兽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发挥金牛山互联网产业园等平台

孵化能力,依托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创新驱动服务平台等以商招商.

借力华为云服务,提升双创升级融合,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

２凝聚发展合力,民生福祉再上新台阶

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强化民生投入保障机制,

２０２２年全区民生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持续保持近八成.

聚焦聚力教育均衡发展.安排９１１亿元.学前教育方面,

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提高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义务教育

方面,严格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健全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制度,小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分别为１０８０、１３８０元,远

超省市平均水平;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小柳小学、湖滨

小学、屏西小学教学综合楼等改扩建项目,新增学位超３０００个.

支持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健全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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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紧织密社会保障网络.安排５２亿元.细化稳就业措施,

重点支持困难群体、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创业,强

化就业托底保障.持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标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补助标准提

高至每人每月２６８元.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政府购

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保障全区６９个居家养老站点及１３个照料

中心运转,持续开发养老人才、长者食堂、智慧养老驿站等特色

养老资源.

有力有序抓牢健康事业.安排１６８亿元.筑牢常态化疫情

防控防线,预留防疫资金１５００万元,支持防疫物资采购、防疫

信息化建设等;持续保障疫苗接种,构筑有效免疫屏障.提高城

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６２０元提高至６６０元.公

共卫生实力保持总体平稳,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

维持为７９元.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支持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提升改造.

稳扎稳打提升社会治理.安排０８１亿元.深入开展 “平安

鼓楼” “雪亮工程” “智慧安防小区”建设,保障公安、消防经

费,落实社会治安综合保险,构建现代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

障安全发展专项经费,持续开展重点领域安全整治,深化开展应

急避灾场所设施维护、避灾点提升建设、森林防火等工作.支持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抽样送检工作,推动全民共享 “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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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补短板强弱项,城市功能提升新品质

坚定坚决推动城市更新.统筹１１亿元.加快符合条件的城

市更新项目进度,积极申报债券资金,多渠道利用地方政府债券

等社会资金保障城市更新建设.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

用于４０个老旧小区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继续支持老旧小

区长效管理、旧住宅增设电梯、老旧小区化粪池清掏等为民办实

事项目,加快打造民生幸福标杆.

精细精准提高管理水平.统筹３０５亿元.推动道路清扫保

洁市场化改革、垃圾分类市场化运作,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管

理,打造路面保洁规范化、垃圾分类精品化、公厕管理标准化、

环卫作业精细化的洁净街区.推进夜景灯光亮化、缆线下地等工

程,让市容市貌更加整洁有序.

尽善尽美改善生态质量.安排０５２亿元.围绕重点区域、

重点流域,开展片区溯源排查、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持续推进安全生态水系建设.继续实施 “绿进万家,绿

满榕城”行动,抓好福山郊野公园、金牛山步道、温泉公园等大

型公园养管,打造一批街头小公园、主题公园,提高城乡绿化水

平.加强大气污染防控保障,持续提升空气质量.结合碳达峰行

动,倡导绿色出行,发展绿色经济.

(四)全力做好２０２２年预算工作

做好 “稳”的文章,切实完善资金保障工作.积极拓宽资金

渠道,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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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力度,加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力度.用好直达资金、新

增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资金,共申报２０２２年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１

亿元,债券需求１２０２亿元,保障重大项目及时开工建设,尽早

形成实物工作量.兜牢 “三保”底线,２０２２年预算安排 (含转

移支付资金) “三保”支出２１６４亿元,其中保基本民生１１７３

亿元,保工资８８４亿元,保运转１０７亿元, “三保”支出不存

在预算缺口.

踏稳 “改”的步子,有序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改革,探索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做到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

问责”.依托信息化手段,将绩效管理嵌入预算编制、执行等财

政业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延伸绩效管理触角.建立健全绩效结果

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将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的评价结果

应用于下一年度预算安排.建立健全存量资金清理盘活机制,对

沉淀资金定期盘查、及时收回和调整,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

金支持的领域.

保持 “严”的监督,坚决维护财政体系纪律.牢固树立预算

法治意识,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从严

控制预算调剂事项.严格按照预决算公开相关规定,积极向社会

公开预决算报告,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不断提升预算安

排、执行透明度,促进财政预算资金用足、用好、用到位,巩固

“阳光财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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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 “防”的围墙,持续助力经济平稳运行.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意识,以严控增量、消化存量、防范风险为重点,多措并

举,全面提升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监控,加快债券项目预算执行进度,提高债券资金支出质量和使

用效率.持续开展全区全口径债务及融资担保情况排查工作,确

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险.强化隐性债务风险管控,稳妥

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坚决打赢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攻坚战.

提供 “优”的服务,不断优化管理服务水平.深化 “数字财

政”建设,根据省、市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进工作要求和我区

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数字化的引领、撬动、赋能作用,努力形成

“数据服务、数据管理、数据决策”的财政管理服务新格局,着

力提升现代财政治理能力.推进预算编制一体化管理,推动预算

管理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加强财政业务集成优化,着力推动

财政管理提升和服务提质.

各位代表、委员,风劲好扬帆,奋勇正当时.我们将在区

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强

化责任担当,顺时应势、主动作为,为 “十四五”目标的实现夯

实财政可持续增长基础,为加快打造现代化国际城市 “最美窗

口”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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