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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丹东市 2017 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

——2018 年 9 月 7 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会议上

丹东市财政局局长 杜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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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决算草案情况，请予审议。

2017 年，面对各类风险挑战，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各级财政部门深入贯彻中

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各项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切实防

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在决算调整期间，按

上级规定，对部分收支项目列报口径进行了调整，使最终决算结

果与在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快报数相比出现变化。

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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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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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50 亿元，增长 0.8%；非税收入

完成 22.7 亿元，增长 20.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00.6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91.8%，增长 6.7%。收入决算比快报增加 0.8 亿

元。支出决算比快报增加 6.6 亿元，主要是提交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议的 2017 年预算执行情况快报数为预计数字（下同）。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2.7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28.5 亿

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46.7 亿元，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 45.1 亿

元（其中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0.2 亿元），财政总收入 293 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0.6 亿元，加上上解省级财力 12 亿元

（2017 年新体制县区共上解市本级 25.8 亿元，剔除上解省 12 亿

元，市本级实得财力 13.8 亿元），专项上解支出 4.6 亿元，一般

债务还本支出 46.6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3 亿元，结

转下年支出 18 亿元，财政总支出 293 亿元。全地区实现收支平

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基金收入完成 11.8 亿元，完成预算的 40.3%，下降 38.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 9.2 亿元，下降 42.9%。基金支

出完成 10.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59%，下降 47.1%，其中，国

有土地出让金支出完成 6.9 亿元，下降 52.7%。收入决算比快报

增加 1 亿元。支出决算比快报减少 1.1 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93.3 亿元，完成预算的 45.8%，增长



- 3 -

16.2%，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9.1 亿元（保

费收入 28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29.8 亿元，其他收入 1.3 亿元），

完成预算的 54.2%，增长 13.3%。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132.8

亿元，完成预算的 65.8%，增长 13.6%，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103.6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增长 13.1%。

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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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7.6%，增

长 1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7 亿元，下降 35.1%；非税收入

完成 12 亿元，增长 26.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71.1 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82.2%，增长 7.2%。收入决算比快报增加 0.9 亿

元。支出决算比快报增加 1.1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7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7.5 亿元，

县（市）区上解市本级财力 13.8 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1.1

亿元，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 32.1 亿元（其中调入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7.8 亿元），财政总收入 108.3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1.1

亿元，加上专项上解 1.3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1.2 亿元，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3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15.4 亿元，财

政总支出 108.3 亿元。市本级实现收支平衡。

2017 年，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

计 6513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口径，下同），比上年减少 1025 万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6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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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5698 万元，公务接待费 754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基金收入完成 5.4 亿元，完成预算的 55%，下降 39.4%，其

中，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 3.5 亿元，下降 48.1%。基金预算

支出完成 3.3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41.1%，下降 54.6%，其中，

国有土地出让金支出完成 2 亿元，下降 62.9%。收入决算比快报

减少 0.8 亿元。支出决算比快报减少 0.3 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1.4 亿元，完成预算的 44.5%，增长

17.9%，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6.7 亿元（保

费收入 14.9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21.1 亿元，其他收入 0.7 亿元），

完成预算的 55.9%，增长 16.5%。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74.8 亿

元，完成预算的 65.2%，增长 10.8%，其中，企业退休职工养老

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62.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6%，增长 10.6%。

三、2017 年财政运行突出特点

（一）财政收入完成年初预期。

受重点企业税收持续下降、体制调整和减税降费等因素综合

影响，各级财政减收压力持续加大，缺乏增收亮点。面对严峻形

势，各级财税部门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

狠抓调度、强化征管、全面清欠，执行进度与序时进度相协调，

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均衡入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2%，完成

了年初 5%的收入增长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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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有效保障财政支出。

受企业养老金发放和政府性债务付息影响，各级财政运行极

为困难，为有效提高财政保障能力，财政部门坚持“先生活、后

生产”的原则，全面梳理预算支出，严格执行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预算，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坚决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和

区域性支付风险的底线，保障了丹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

各项支出需求，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深入推进管理方式转变。

扎实推进“营改增”、资源税等税制改革，市本级按期启动

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部门收支中期规划编制和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进一步健全了财政管理机制。继续深化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实施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全面完成市本级财政

内控制度建设工作，业务风险和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显著提升。继

续推进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紧密结合，实现了绩效目标全覆盖。

（四）向上争取再创历史新高。

全年累计争取到位各类资金（指标）24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5 亿元。从规模上看，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极大缓解了各级财政

压力。从结构上看，地方可用财力规模较上年增加 5.4 亿元，占

上级财政补助收入的比重达到 19.2%。从方向上看，有效抓住了

沿边开发开放、兴边富民等重大利好政策释放的红利，同时，在

抗美援朝、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为今后向上

争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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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市预算执行总体平稳，财政职能充分发挥，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减税降

费政策影响进一步深化，新增税源较少，财政增收困难；地方可

用财力有限，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收支矛盾尖锐；企业养老金发

放和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突出，风险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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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以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持续推进财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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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