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之１０

关于牡丹江市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６日牡丹江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

牡丹江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一、２０２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２０２１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６０４亿元,增长１０８％.全市预算收入加转移支付收

入等,收入总额３５８５亿元;支出加上解支出等,支出总额３１３

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４５５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４６亿元,增长２５１％;支出

８７２亿元,增长１３％.市级预算收入加转移支付收入等,收入

总额１２０６亿元;支出加上解支出等,支出总额１１０亿元,收支

相抵,结转下年１０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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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４６亿

元,下降１４４％,主要是受土地出让金减收影响;支出４２３亿

元,增长２４３％.全市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等,收入

总额６１３亿元;支出加调出还本等,支出总额５０７亿元,收支

相抵,结转下年１０６亿元.

市级收入９３亿元,下降２１８％;支出２２２亿元,增长

１４３％.市级预算收入加地方政府债券收入等,收入总额３０４

亿元;支出加调出还本等,支出总额２７６亿元,收支相抵,结

转下年２８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完成情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８６７万元,加上年结转等,收入总额５０６２万元;支出加调出

资金,支出总额２１４８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２９１４万元.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８６７万元,加上年结转等,收入

总额１８９８万元;支出加调出资金,支出总额１７４５万元,收支

相抵,结转下年１５３万元.

４社保基金预算完成情况.全市社保基金收入１８８４亿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９７６％;支出１８７１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９９９％;当年结余１３亿元.

市级社保基金收入１０３７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９６９％;支

出１０３６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９７４％;当年结余０１亿元.

(二)２０２１年财政主要工作

１坚持以保促稳,推动全市经济稳中加固.落实积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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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全市经济加速回暖、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推进工

业立市.预算安排支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专项资金３７７１万

元,争取省规上奖励、研发补助等政策资金３８９６万元,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３６亿元,为龙翔木业等企业提供贷款

周转金２５５０万元,市级重点监控２０户企业营业收入、利润和

税金均呈增长趋势.扩大项目投资.深化政银合作,以骨干企业

和 “百大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资对接,为企业

(项目)融资１８４４亿元,支持 “百大项目”开复工率１００％、投

资完成率１１３６％.发展现代农业.支持粮食稳产增产行动,发

放粮食生产者补贴１２５３亿元.安排农业发展资金６３４万元,争

取专项资金３４３亿元,培育特色产业,鼓励精深加工,支持乡

村振兴,农民人均纯收入稳居全省首位.激活流通市场.落实外

经贸发展资金５１７６万元,兑现服务外包企业补贴政策１３４９５

万元,安排航线补贴２４３７万元,支持开放活市,对外贸易企稳

回升.激活消费市场,４期发放政府消费券２０００万元,拉动消

费２８５亿元.支持开展 “消费促进月”活动,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１０％.办好旅发盛会.市财政筹集落实资金７亿

元,支持改善城市环境、扮靓景点景区、推动以会兴城富民,全

市接待游客和旅游业总收入分别增长１６６％和１６９％.

２坚持重点突破,支持三大攻坚成效显著.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科学调配财政资源,向重点领域、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持

续推进环保攻坚.通过预算安排、对上争取、盘活存量资金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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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累计筹集落实资金５３亿元,支持集中整治碳排放,有序推

进镜泊湖水系生态修复、城市污水管网向农村延伸等重点工程,

高质量完成中央环保督查整改任务.加力推进风险防控.综合采

取置换重组、筹资融资、资产处置等手段推进稳债化险,守住了

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险底线.加强金融机构监管,整改３

家,劝退２家,取消资质１家,地方金融组织 “零风险”.严厉

打击非法集资,新发案件同比下降３３３％.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深入实施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完成目标任务８１５％,市属

一级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率达到９０％.恒丰集团与省新产业投

资集团实现强强联合,国投公司完成市场化转型,城投公司、传

媒集团企业部分及人员划转到国投公司,事业人员分流与全市事

业单位改革同步进行.

３坚持人民至上,支持群众福祉持续增进.树牢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支持办成群众急盼实事

１２件,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８６９％.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企业职工养老金提高４６９％,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人均月提高１５６６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年

增加３０元.在全省率先出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

制度.全面推行助保贷款,全市新增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参保

人员２１万人.加大社会救助力度,累计投入９４２３７６万元,

受益１３１４２人.稳定社会就业形势.支持援企稳岗,发放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等５７６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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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定就业,发放阶段性失业补助等

５６４８万元;支持创业就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４７０２万元,新

增个体工商业户３４４家.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支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投入４６７４万元,５次免费接种疫苗４７１万人次.支持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物制度补助、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补助等累计投入２９６亿元,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有效缓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 “两个只增不减”,安

排义务教育补助、困难学生资助４４０７万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统筹预算财力,争取上级专项,支持完成长安小学等９所

学校薄弱环节改造.安排债券资金２０００万元,支持推进６所高

中改善办学条件,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

４坚持精细思维,财政管理效能持续提升.加强统筹协调,

稳增量、清存量,保重点、压一般,内挖潜、上争取,全市预算

收支平稳运行.严格收入征管.制定全市财源建设 «实施方案»,

搭建市级工作专班,组建财政调度专班,依法组织收入,规范资

产处置,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５９亿元,市直预算财力增

加４５亿元.深挖保供潜力.制定预算支出管控清单,出台禁止

类、限制类支出 “双九”管理规定,压减非刚性、非急需、非重

点支出１２亿元,规范政府采购管理节省财政资金０５８亿元,

严格投资评审管理审减资金１３８亿元,清收暂付款和结余结转

资金１２７亿元.积极对接政策.抢抓承办全省旅发大会契机,

精细包装项目,加强沟通协调,全市争取到位资金２４２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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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到位资金８０３亿元,保障了 “五保”支出,兜牢了民生

底线,支持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顺利实施.严格绩效管

理.健全预算绩效目标、监控、评价全覆盖全链条管理体系,坚

持执行监控与考评考核相结合,将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不断向纵深

推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升.

二、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安排

２０２２年是落实市委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开局之年,是深入实施

“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现代化牡丹江的关键之年.科学编制好

２０２２年财政预算,做好财政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审视研判全年财政形势,中央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落实

支持东北振兴系列政策措施,我省持续推进 “百大项目” “百千

万工程”和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我市经济回暖明显,区

位优势、要素集聚、产业升级等新动能逐步释放,都将为我市财

政收入恢复性增长形成有力推动.与此同时,常态化疫情防控及

“五保”等刚性支出较强,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削减财力,财政收

支矛盾将更加突出.应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形势,要加大聚财力

度,科学调度资金,统筹资源配置,全力支持稳的大局,坚决守

住保的底线,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安排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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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支持高质量发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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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目的,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升效能、注重精准、更

可持续,巩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收入预算坚持实事求是、与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相适应.支出预算坚持从严从紧、有保有压,把握三项原

则:一是过紧日子,严控支出.在上年基础上压减非 “五保”项

目支出４０％,压减一般性支出１０％,统筹保障工资、运转、基

本民生、企业职工养老和偿还债务本息支出.二是项目管理,保

障重点.实施预算支出项目化管理,整合预算资金,盘活存量资

金,争取上级支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提升 “十个聚力突破”

等重点任务保障能力.三是流程监管,提质增效.将绩效管理实

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建立绩效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和低效无

效项目退出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二)２０２２年全市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收入６６９亿元,增长１０７％.全市收入

总额２６７７亿元 (含结算补助、专项预告知等１３８３亿元);支出总

额２６７７亿元 (含专项上解６９亿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收入２３８亿元;安排支出２３８亿

元,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收入６１９７万元 (含上年结转

２９１４万元);安排支出加调出资金,支出总额６１９７万元,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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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收支平衡.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收入２１４５亿元,其中养老保

险１８３９亿元,医疗保险２９２亿元,工伤、失业保险１４亿元;

安排支出２０８６亿元,其中养老保险１８２亿元,医疗保险２５３

亿元,工伤、失业保险１３亿元,当年结余５９亿元,滚存结余

６２５亿元.

(三)２０２２年市级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收入２６３亿元,增长７％,其中税

收收入１４６亿元、非税收入１１７亿元.市级收入总额７７９亿

元 (含结算补助、专项预告知等２６亿元);支出总额７７９亿元

(含专项上解３１亿元),全年预算收支平衡.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收入１１亿元;安排支出１１亿元,

预算收支平衡.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收入１９７３万元 (含上年结转

１５３万元);安排支出加调出资金,支出总额１９７３万元,预算

收支平衡.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收入１１７８亿元,其中养老保

险１０２１亿元,医疗保险１４７亿元,工伤、失业保险１亿元;

安排支出１１６３亿元,其中养老保险１０１９亿元,医疗保险１３５

亿元,工伤、失业保险０９亿元,当年结余１５亿元,滚存结余

２６６亿元.

(四)市本级专项安排支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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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支持创新驱动.安排科技、人

才等专项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放大效应,培育创新平台,

打造创新高地,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二是支持做强工业.落

实产业发展资金,争取省高新培育、数字化车间、工业投产补贴

等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成长,扶持骨干企业做强,培育科技型企

业群体,筑牢工业立市基石.三是支持做精农业.安排农发专项

资金,争取省特色种养、地理标识、高标准农田等政策资金,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产出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及时足额

兑现粮食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巩固粮食 “压舱石”地位.四是支

持决胜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落实专项资金,妥善安置改制企

业、并轨 “三无企业”职工,年底前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圆满收

官.支持国投公司整合优质资源资产,推动 “１＋N”产业板块

实质运营,打造千亿级产业集团;支持优化高新区国有资本布

局,打造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２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一是支持培育文化产业.安排文化

产业专项资金,支持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

式,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化IP和衍生产品,提升 “文创牡丹江”

知名度.二是支持优化旅游布局.落实旅游发展资金,吸引社会

资本投入,提升镜泊湖、中国雪乡等核心景区品质档次,深度推

进 “一核两带四区”建设,加强与国内外旅游企业合作,持续放

大 “旅发效应”影响力.三是支持丰富旅游业态.争取专项债

券,引进战略投资,大力开发数字化、体验式、互动性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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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培育 “旅游＋”新业态.

３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支持提升城市能级.安排专项资

金,统筹债券资金,加快推进市区道路建设、美化亮化、老旧小

区及供热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城市 “北优、南拓、东融、西进”,

建设公园城市,提升城市品位.二是支持生态文明建设.落实污

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修复专项资金,推进 “气化牡丹江”、 “近

零碳排放”、水环境分区管控、黑土地地力提升等重点工程,让绿

色成为牡丹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三是支持推进乡村振兴.

加大市县 (市)区乡 (镇)投入力度,夯实产业基础、推进 “五

大革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

４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一是支持促进充分就业.落实灵活就

业社保补贴等政策,争创省级、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加

大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

业帮扶力度.用足用好创业担保贷款基金,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二是支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安排特殊政策类群众生活救助、城

乡困难群体两节救助资金和 “三无患者”生活费,兜牢基本民生

底线.加大社保基金监管力度,保障按时足额发放.支持构建医

养结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关爱服务体系,

扩大优质服务资源供给.三是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保障城

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落实学前教育及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资助

政策,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造,支持在牡高校打造特色品牌,

促进牡丹江市师范学院、牡丹江医学院更名大学、做强做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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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持推进健康牡丹江行动.落实公立医院改革取消药品加成财

政补偿资金,安排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资金,支持国家级医共体试

点和中医药特色小镇建设,培育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５推进社会和谐稳定.一是支持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

安排常态化疫情防控专项资金,支持落实落细 “四早” “九早”

等防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是支持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预警监测,深化政银合作,争取上级支

持,积极推进稳债化险;建立金融司法协作机制,处置不良业

务,防控非法集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三

是支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安排信访维稳等专项资金,争取省政

法专项资金,支持完善信访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推进公安大数据

智能化建设和应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牡丹江.

三、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重点工作

认真落实市委、市人大工作要求,坚持财为政出、政为民

本,树牢抓好财政保障是最高职责理念,狠抓预算执行落实,严

控财政运行风险,确保圆满完成年度预算任务.

(一)提升依法理财水平.深入贯彻 «预算法»等法律法规,

自觉接受市人大、市政协和代表委员监督.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

入,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严禁收取过头税费和虚收空转,促

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加大政策跟踪力度,全力争取国家新一轮

均衡性转移支付政策.严格预算支出清单管控,大力压减非重

点、非急需支出,优先保障 “五保”支出.集成财税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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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提高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保障能力.

(二)严格预算绩效管理.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行动,注重结果导向,硬化责任约束,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建立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全面推进政府预算、部门和单位

预算、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提高收入质量和财政资源配置

效率.建立全链条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

排的前置条件,运行监控实施事中监管,事后评价作为考核的重

要依据.建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逐步将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部纳

入绩效管理.健全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

系,对市直部门和县 (市)区预算绩效管理全面考核.

(三)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全面推进预算管理 “一体化”改

革,规范统一预算管理流程、要素和规则,打造 “数字财政”,

提升大数据治理水平.完善预算资金、直达资金管理机制,优化

分配流程,加大监督力度,强化数据共享,提升管理效能.纵深

推进 “互联网＋”政府采购,实施电子卖场商品价格２４小时监

控,有效防止 “慢、贵、差”等问题.

(四)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发挥财政调度专班作用,实施旬

调度、月例会、季考核.加强预算收入监督,跟踪收入进度,加

强沟通协调,构筑征管合力,促进预算收入均衡入库.加强预算

支出监督,依法依规下达预算,加快资金支出进度.严格预算执

行、预决算公开监管,做好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加强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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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点行业会计信息监督检查,规范财经秩序.

(五)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出台金融开放招商和金融业高质

量发展激励政策,争创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国

家级综合改革试点.组织开展 “百名支行长助企融资专项行动”,

加大 “信易贷”线上融资对接推广力度,以支持 “百大项目”和

规上限上企业为重点,全年贷款余额增加５０亿元以上,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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