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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丹东市 2016 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

——2017 年 9月 28日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

丹东市财政局局长 刘国栋

代理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政府的委托，向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丹东市2016

年财政决算草案情况，请予审议。

2016 年，面对繁重的改革任务、突出的收支矛盾和巨大的

运行风险，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财政部门坚决落实市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积极做好“对内对上”两条战线工

作，努力打造“民生财政、发展财政、绩效财政”三大目标，坚

持打好“边境、民族、生态保护和两抗革命老区”四张特色牌，

全力攻坚“预算改革、社会保障、政府债务、城市建设、税制改

革”五项重点任务，实现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绩效提升，财

政运行总体平稳。在决算调整期间，由于按上级规定部分收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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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列报口径进行了调整，使最终决算结果与在十五届人大六次会

议上的快报数相比出现变化。

一、2016 年全市财政决算结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8.5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1.1%，

增长 3.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9.6 亿元，增长 1.4%；非税收

入完成 18.9 亿元，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88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0.5%，增长 4.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与快

报相比没有变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比快报增加 1 亿元，主

要是市本级政府债务利息增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5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22 亿元，

一般债务转贷收入97.8亿元，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46.4亿元（其

中调入上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9 亿元），财政总收入 334.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8 亿元，加上上解省级财力 12.7 亿

元（2016年新体制县区共上解市本级25.8亿元，剔除上解省12.7

亿元，市本级实得财力 13.1 亿元），专项上解支出 3.7 亿元，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 92.6 亿元，增设预算周转金和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17.9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19.8 亿元，财政总支出 334.8

亿元。全地区实现收支平衡。

从收入决算的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完成 49.6 亿元，其中：

增值税完成 13.5 亿元，营业税完成 9 亿元，企业所得税完成 7.2

亿元，个人所得税完成 1.4 亿元，房产税完成 2.3 亿元，城市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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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建设税完成 2.7 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4.7 亿元，土地增

值税完成 1.7 亿元，契税完成 3.4 亿元。

从支出决算主要科目的具体情况看，教育支出完成 30.2 亿

元，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1 亿元，农林水支出完成 27.7 亿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45.8 亿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完

成 14 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2.9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完成 6.8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6.4 亿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完成 14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11.4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3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基金收入完成 19.2 亿元，完成预算的 51.6%，下降 48.6%，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 16.1 亿元，下降 52%。基金支

出完成 20.6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62.1%，下降 37.7%，其中，

国有土地出让金支出完成 14.6 亿元，下降 42.1%。基金收入决

算与快报相比没有变化。基金支出决算比快报增加 400 万元，主

要是市本级政府债务利息增加。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80.2 亿元，完成预算的 78.8%，下

降 6.7%，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2.2 亿元

（保费收入 27.9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23.3 亿元，其他收入 1 亿

元），完成预算的 93%，下降 14.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116.9

亿元，完成预算的 84.7%，增长 20%，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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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9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增长 23.2%。

二、2016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结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6%，下

降 2.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7 亿元，增长 6%；非税收入完

成 9.5 亿元，下降 4.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6.3 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78.9%，下降 2.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与快报

相比没有变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比快报增加 1 亿元，主要

是市本级政府债务利息增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2.2亿元，

县（市）区上解市本级财力 13.1 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42.5

亿元，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 28.5 亿元（其中调入上年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12.2 亿元），财政总收入 138.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66.3 亿元，加上专项上解-0.5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40.7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2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17.7 亿

元，财政总支出 138.4 亿元。市本级实现收支平衡。

从收入决算的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完成 2.7 亿元，其中：

营业税完成 0.9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7 亿元。

从支出决算主要科目的具体情况看，教育支出完成 5.3 亿

元，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0.8 亿元，农林水支出完成 4.8 亿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22.9 亿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完

成 2.4 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1.6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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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8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2.4 亿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完成 4.5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5.5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3.7 亿元。

2016 年市本级预备费预算 6000 万元，实际支出 3985 万元，

余额 2015 万元。其中：市本级使用 3769 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2147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788 万元、公共安全

支出 700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58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50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26 万元；县（市）区使用 216 万元，主要是提高

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支出 152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 万元。

2016 年，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合计 7538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口径，下同），比上年减少 1235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82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 6685 万元，公务接待费 77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基金收入完成 8.9 亿元，完成预算的 46.9%，下降 50%，其

中，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 6.7 亿元，下降 55.5%。基金预算

支出完成 7.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46.8%，下降 48.3%，其中，

国有土地出让金支出完成 5.3 亿元，下降 55.1%。基金收入决算

与快报相比没有变化。基金支出决算比快报增加 400 万元，主要

是市本级政府债务利息增加。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43.6 亿元，完成预算的 79%，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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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1.5 亿元（保

费收入14.4亿元、财政补贴收入16.6亿元，其他收入0.5亿元），

完成预算的 92.6%，下降 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67.5 亿元，

完成预算的 85%，增长 14%，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完成 56.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增长 14.7%。

三、2016 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债务余额及本息偿还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全地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268.8 亿元（包括

或有债务 11.1 亿元），占全省政府债务余额的比重为 2.4%。其

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257.7 亿元（一般债务 239.8 亿

元，专项债务 17.9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5.4 亿元；可能

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5.7 亿元。截至 2016 年底，市本级政

府债务余额为 102.9 亿元（包括或有债务 1.3 亿元），占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的比重为 38.3%。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101.7 亿元（一般债务 91.2 亿元，专项债务 10.5 亿元）；负有

担保责任的债务 0.4 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0.9 亿

元。

2016 年，全地区需偿还政府性债务本息合计 106.9 亿元，

其中，本金 93.9 亿元，利息 13 亿元。2016 年已偿还本息 120.5

亿元（含逾期债务和未来到期债务），其中，还本 112.4 亿元，

付息 8.1 亿元。还本资金中，101.8 亿元为置换债券资金还本，

10.7 亿元为财力及债务人自筹资金。付息资金 8.1 亿元为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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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债务人自筹资金。

（二）债务限额调整情况。

2016 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2016 年政府债务限额 265.9 亿

元（或有债务不在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 247.8 亿元，专

项债务 18.1 亿元。2017 年年初，省财政厅对上述限额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我市 2016 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262.1 亿元，调减 3.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44 亿元，调减 3.8 亿元；专项债务 18.1

亿元，保持不变。

四、2016 年财政运行突出特点

（一）财政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2016 年，各级财政部门在上个预算年度勇于担当、夯实收

入规模的基础上，通过强化收入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加强分析

调度、努力挖掘潜力等措施，克服了经济持续下行带来的减收压

力，尤其是加大对历史欠税的清理力度，有效充实了收入来源，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扭转了连续两年的下降趋势，实现了正增

长。

（二）向上争取全面开花结果。

2016 年，全地区 188 亿元的财政支出中，超过 70%的资金来

源于上级补助，较上年增加近 16 亿元，不仅总体规模再创历史

新高，5.8 亿元的新能源汽车补助与 6.7 亿元的一次性财力补助

也创下了相关领域的历史之最，尤其是凤城市和宽甸县成功纳入

革命老区补助范围，实现了“四张牌”战略的全面开花结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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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四张牌”战略实施以来，已累计争取到位资金超过 50

亿元。

（三）财政支出重点倾斜民生。

从 2016 年决算主要支出科目情况看，80%的财政支出用于改

善民生，在以往的保障范围基础上，有效满足了各类新增支出的

巨大需求，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农村五保对象供养、

新农合、城居保等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警衔工资、公务用车改

革补助、绩效奖励、公教人员工资调整等政策全面兑现等，为城

乡百姓送去了看得到、摸得着的实惠。

（四）运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企业养老金发放与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是近年来财政面临的

严峻现实，2016 年全地区企业养老金缺口 39.4 亿元，到期的政

府性债务利息 8.1 亿元，相当于当年税收收入规模的 80%和 16%，

依靠自身能力无法彻底解决，各级财政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与风

险。但在困难面前，各级财政不等不靠，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坚

决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支付风险的底线，保障了社会和

谐稳定。

（五）财税改革扎实有序推进。

2016 年，顺利实施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改革，并制

定了相应的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方案，确保了各级财政的平稳运

行；按照统一部署，完成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公务用车节支率

达到 7.1%，超过省定标准，成为改革方案首批获得省批准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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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之一；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编制预算绩效的部门覆盖率

达到 98%，编制项目预算绩效的资金比重超过 50%，在全省绩效

评价管理工作考核中名列第二。

（六）历史赤字得以彻底消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本级始终背负着赤字包袱，至2016

年已累计达到 2.5 亿元的规模。在决算调整期间，市财政与省财

政密切沟通，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将历年累计赤字彻底消化。同

时，利用消化赤字的契机，盘活了各县（市）区共计 2.9 亿元的

上年净结余资金，增加了基层财政的财力来源。

2016 年全市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处在合理区间，财政收支

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特点突出，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各级财政

运行仍蕴藏着潜在风险，基层财政运行困难问题十分突出，政府

债务、社会保障等积累性矛盾仍缺乏彻底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此，

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在社会各

界的支持帮助下，继续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坚持打造“民

生财政、发展财政、绩效财政”，加快推进财税改革，全力保障

改善民生，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努力提高资金绩效，为丹东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资金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