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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2 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2年 7 月 29 日在长春市双阳区 

    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吴飞宏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现将我区 2021 年财政决算和 2022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向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请予

审议。 

一、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执行情况。2021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494930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105.3%，同比下降 2.3%，其中：区本级财政收

入完成 63173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9%，同比下降 6.6%；

上级各项补助收入完成 273430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

97050万元；上年专项结转 708万元；使用上年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8556 万元；调入资金 42013万元。 

支出执行情况。2021 年全区财政总支出完成 494930 万元，

同比下降 2.3%。其中：一般预算支出 445343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1%，同比下降 6.6%；上解支出 3018 万元；地方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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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还本 4192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141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 34236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执行情况。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53227 万元，完成调

整预算的 114.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4150 万元。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265 万元，政府转贷专项债券收入

192250 万元，上年结余 28551万元，调入资金收入 42 万元，政

府性基金总收入合计 377335 万元。 

支出执行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 308772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5.7%，上解上级支出 2577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550

万元，调出资金支出 6968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57518 万元，全

区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合计 377335 万元。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

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执行情况。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共完成 69638 万元，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0850万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8035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收入 1495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5795万元。 

支出执行情况。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共完成 61024 万元，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9297 万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7050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 1116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3512万元。 

总体看， 2021年我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充分发挥了财政

“稳增长、促消费、调结构、惠民生”的积极作用。主要完成了

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财政预算一体化”改革深入推进。按照上

级的工作部署，我区全力推进平台建设,初步构建起横向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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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到底的信息化平台，并在乡镇级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当

年新增纳入各级预算单位 88 户，实现了我区预算单位国库集中

支付全覆盖。二是广开财路、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争取各类专

项资金，当年争取到上级补助资金 27.3 亿元，有力保障了我区

一批民生项目的建设。扎实做好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争取工

作，由于我区债券项目成熟度高，在争取债券项目方面名列周边

县市区第一，全年共争取债券资金 28.93 亿元。加大存量资金清

理力度，按照上级财政部门政策要求，首次实现对国库集中支付

系统中结余存量额度进行收缴，共计清缴入库各类存量资金 1.4

亿元。三是全力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努力克

服财力不足、资金短缺等实际困难，在严控一般性支出的同时，

重点保障各类民生支出。全年投入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支出

35.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0.6%。及时完成惠农补贴发

放工作，累计发放各类惠农补贴 2.39亿元。四是推进依法理财，

保障财政资金规范运行。强化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当年共完成各

类政府投资项目评审 532 个，审减金额 1.1亿元以上，财政评审

工作质量和成效十分显著。持续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加强各类专

项资金监督检查，对教育、卫生、扶贫等专项资金进行检查，处

理处罚 11 户预算单位，收缴违规资金 160 余万元。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强化重大项目事前、事后绩效评估,切实将绩效评价

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改进管理挂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2022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全区财政收支预算安排是：财政总收入安排 45.72

亿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66650万元；财政总支出

安排 45.72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74亿元。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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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减税降费政策兑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今年长春地

区财政形势都十分严峻，财政收入持续下降，预计当年财政总收

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都将有较大降幅。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区财政努力克服收支矛盾，全力筹措资金，确

保“三保”支出需求，财政收支及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实现了全

区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民生政策落实到位。 

收入方面。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28.6 亿元，完成预算的

60.9%，同比下降 8.2%。上半年区本级收入完成 2.4 亿元，完成

预算的 35.9%，同比下降 22.8%。 

支出方面。上半年财政支出完成 24.2 亿元，完成全年预算

的 57.9%，同比增长 8.1%，优先支持了保工资、保运转和基本民

生支出，同时积极安排资金保障区级重点支出，一是用于棚改建

设项目支出 22979 万元，其中：回迁房建设项目相关费用 10858

万元；棚改地块过度期补助费 592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及

利息 6201万元。二是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 9734万元；三

是一五○中学异地新建项目 3000万元等。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特点及存在问题。 

预算执行特点。一是本级收入降幅较大。上半年共完成 2.4

亿元，同比下降 22.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3亿元，比上年同

期 2.57 亿元减少 1.27 亿元，同比下降 49%，非税收入完成 1.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8%。其中重点税源企业、重点税源

行业收入均有较大降幅，上半年全区 50 万元以上重点税源企业

实现全口径税收收入 3.8 亿元，比上年同期 7.68 亿元，同比下

降 50.5%。二是土地出让收入形势严峻。上半年仅完成土地出让

金收入 4.44 亿元，比去年同期 10.17 亿元减少 5.73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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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56.3%。经区自然资源局预计，下半年土地出让形势仍然十

分不乐观，全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难以达到年初预算 10 亿元的目

标。 

存在困难和问题。 

1.减税降费导致税收大幅下降。一是因国家留抵退税政策扩

面实施，上半年我区共完成留抵退税 2.1 亿元，其中涉及区本级

退税 3165 万元，经区税务部门预计到年末还有待付留抵退税约

1 亿元，涉及区本级退税约 1500 万元。二是按照省、市助企纾

困政策，从 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止，对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 50%的税额幅度减征资源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

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上半年我区共完成 “六

税两费”5606 万元，比上年同期 12053万元减少 6447 万元，同

比下降 53.5%。按 2021年“六税两费”总计 2.56亿的规模估算，

我区今年将减收 1 亿元左右。  

2.债务还本付息压力沉重。2022 年，我区到期各类债务本

息共 6.14 亿元，其中：政府债券本息 4.67 亿元（本金 2.07 亿

元、利息 2.6亿元），棚户区项目银行贷款本息约 1.47亿元。上

半年已偿还各类本息 2.74 亿元。虽然区财政通过积极与省、市

财政沟通协调，将债券到期本金 2.07亿元置换了 1.95亿元，减

轻了财政当期还贷压力，但按目前的数据测算，未来我区还本付

息压力会持续加大。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 

为确保我区今年财政平稳运行，下半年我们将着力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一）明确支出顺序，坚持“三保”优先。面对目前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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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形势，坚决贯彻上级文件要求，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

出中的优先顺序，建议在确保“三保”支出落实后，再安排其他

支出。 

（二）厉行勤俭节约，落实“紧日子”要求。今年 5 月，鉴

于我市严峻的财政收支形势，长春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严格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硬化预算约束的若干规定》，提出了“严

禁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市直各部门公用经费和非重点、非刚性

项目在年初预算基础上分别压减 10％和 20%”等 26 条具体政策

要求。区财政部门将结合区情实际，制定符合我区的具体规定，

预计下半年下发到各部门，将过“紧日子”落到实处。 

（三）科学应对影响，保住收入基本盘。由于新冠疫情给我

区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不利影响，国家、省市又持续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预计今年长春地区各县市财政收入都将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为此，区财政将积极应对不利因素，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强

化财税协同配合，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重点税源的有效监控，加

强欠税清缴和域外施工企业本地纳税，力争减少收入降幅，保住

本级收入基本盘。 

（四）加强风险防控，做好债务管理。继续发挥政府隐性债

务监测平台作用，科学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风险防范和

预警监测。立足当前形势，积极引导各预算单位把握好政策导向，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项目，做好债券资金申报及实施工

作，保障好我区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