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 名 市 茂 南 区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文 件
茂南常〔2017〕6号 

 

关于批准茂名市茂南区 2017 年预算的通知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 

茂名市茂南区 2017 年预算草案已经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批准，现印发给你，请执行。同时，

请区政府财政部门在法定时限内批复各部门预算，并将批复抄报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环资工作委员会。 

  

附： 

1、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茂名

市茂南区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算的决议 

2、茂名市茂南区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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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茂名市茂南区 2016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17 年预算的决议 
  

（2017 年 2 月 17 日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区人

民政府提出的茂名市茂南区 2017 年预算草案及区财政局局长吴

云波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提交的《茂名市茂南区 2016 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同意茂名市茂南

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计划预算委员会的审查结果

报告，决定批准《茂名市茂南区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茂名市茂南区 2017 年区级预算。 

  

  

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秘书处 

2017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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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茂南区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7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 年 2 月 16 日在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茂名市茂南区财政局局长 吴云波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将茂名市茂南区 2016 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算草案向大会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区政府及财政部门全力组织收入，科学调度资金，

合理安排支出，强化监督管理，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为

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 

（一）全区财政总收支情况。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266441

万元，比上年（下同）增收 53639 万元，增长 25.2%。全区财政

总支出完成 266253 万元，增支 62808 万元，增长 30.9%。 

（二）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情况。全区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完成 61543 万元，增收 5176 万元，增长 9.2%。全区税收收

入完成 41780 万元，增收 1077 万元，增长 2.7%，占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 67.9%，其中：国税收入完成 13574 万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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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 万元，增长 22.2%；地税收入完成 28206 万元，减收 1391

万元，减幅 4.7%。全区非税收入完成 19763 万元，增收 4099 万

元，增长 26.2%，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2.1%。 

（三）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情况。全区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完成 231377 万元，增支 32041 万元，增长 16.1%。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283 万元，增支 5733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3258 万元，减支 995 万元；教育支出 45771 万元，增支 2326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495 万元，增支 1062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 1095 万元，减支 6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244 万

元，减支 511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40688 万元，增支 7003 万元；

环境保护支出 7559 万元，增支 6492 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34516 万元，增支 28913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11059 万元，减

支 22360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501 万元，增支 436 万元；资源勘

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1218 万元，增支 531 万元；商业服务业

等事务支出 2515 万元，增支 1391 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

出 1266 万元，增支 56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89 万元，增支 89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 1165 万元，增支 173 万元；

其他支出 1655 万元，增支 1253 万元。 

（四）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3027 万元（其中：区级收入 1658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276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4164 万元），减收 27147 万元，减幅 45.1%。

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25592 万元，减支 17075 万元，减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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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 年主要工作情况 

各位代表，2016 年区政府及财政部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财政经济形势，立足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深化财政改革，加强财源建设，努力增收节支，加大监

管力度，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全力组织财政收入。完善收入征管机制，加强财税联

动，及时下达税费征收任务，分解细化收入目标责任，充分调动

各镇（街道、开发试验区）和各征管单位的积极性，形成征管合

力。改进税费征管方式，重点抓好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所得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和房地产、建筑安装、饲料生

产、汽车销售、烟花爆竹批发、高岭土加工等行业税费征管。全

面清理和追缴应缴未缴非税收入，坚决杜绝隐瞒、截留、挤占、

挪用、坐支、私分非税收入等现象，为全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

可靠的财力保障。 

（二）力促经济加快发展。有序推进融资工作，成功获得

100000 万元融资贷款额度（其中西城片区道路建设项目、茂南

产业园道路建设项目各 50000 万元）并到位 15000 万元，完善园

区路网、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投入 5384 万元支持区污水处

理厂和金塘镇污水处理站建成试运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稳步

推进天源石化年产 10 万吨丙烯、大泽天年产 18 万吨脱蜡脱油、

切割、精制联合装置、新华粤精细化工科技创新园等项目建设，

支持启动高岭土产业园筹建工作，力促正邦科技、华佳达冷暖集

中供热等项目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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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各项民生政策。加大投入支持高标准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认定，实现学前教育全覆盖，入园率达

95%。大力推进镇级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及区人民医院创“二甲”

工作，支持区疾控中心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

制度，支出新型城乡合作医疗资金 31600 万元，投入 1252 万元

支持就业和再就业，发放新型城乡养老保险金、城乡低保资金、

80 岁以上高龄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优抚对象补助等资

金 29237 万元。投入 1145 万元储备小麦、稻谷、大豆油等 2.3

万吨，投入 563 万元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建设，发放农机购置补贴

和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 3218 万元。 

（四）大力加强财政监督。开展清理“小金库”、“收支两条

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饭堂等检查工作，查出违规使用专项资

金 8.9 万元，追缴应缴未缴非税收入 1212.2 万元。加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追收财政逾期周转金和原农金会欠款共 99 万元。

开展财政票据清理工作，检查 156 个单位，验检率和合格率均达

100%，核销财政票据 126.2 万份。支持加快建设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系统，做好农村集体经济重点审计工作，审计资产总额

6657.3 万元。组织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5420 万元，实际采购金额

4948 万元，节约资金 472 万元，节约率 8.7%。 

（五）全面推进财政改革。完成区二级预算单位和乡镇国库

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通过平台划拨资金 226511 万元。将公办幼

儿园收费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

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深化公务卡改革，全区预算单位使用公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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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438 万元。改革政府性投资项目审核机制，共收到送审预、

结算项目 728 件，送审造价 82700 万元，完成审核 647 件，审核

造价 68900 万元，审减率 13.5%。对 6109.3 万元专项资金开展

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完成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扫尾

工作，对保留公务用车统一喷涂标识字样。 

（六）加强财政内控管理。制定《茂南区财政局内部控制基

本制度》、《茂南区财政局财务管理制度》和《茂南区财政局干部

考核评价办法》、《茂南区财政局工作人员问责暂行办法》，建立

“1+8+25”内控制度体系（即 1个内部控制基本制度、8个专项

风险管理办法、25 个股室<单位>内部风险操作规程），规范财政

支出管理，每月初由各业务股室填好《财政资金支出情况汇总

表》、《区级预算内支出项目拨付情况表》、《区级预算内预备费拨

付情况表》、《区级财政指标款拨付情况表》，报相关领导审批后

才能支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各位代表，2016 年我区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

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新的财税增长点不多，财政收

入增速不快，刚性支出增长过快，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财政

支持发展能力较弱，传统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支撑作用不足，新

兴产业尚未形成新的增长极；财政改革步子还不够大，预算执行

约束力度不够，财政支出绩效有待提升，财政监管还需加强；受

财源税源结构不合理、国家结构性减税降费等主客观因素影响，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有效措

施，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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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预算草案 

2017 年预算草案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及省委十一届七次、八次全会、市十一次党代会、区八次党代

会精神，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要求，以“量入

为出、收支平衡、促进发展、保障民生”为原则，加强财源建设，

积蓄生财后劲；加强收入征管，做大财政蛋糕；优化支出结构，

强化保障能力；提升理财水平，提高收入质量，为推动全区社会

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财力支撑。 

（一）2017 年财政收入安排。全区财政总收入计划安排

288459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收入计划安排 186660 万元增收

101799 万元，增长 54.5%。2017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计划安排增

收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将2016年结转的专项资金56393

万元列入 2017 年预算；二是将上级提前下达的专项资金 22189

万元列入 2017 年预算。剔除上述两项资金共 78582 万元后，区

本级实际安排的收入为 209877 万元，比上年预算 186660 万元增

收 23217 万元，增长 12.4%。主要收入项目如下： 

1.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 64631 万元，比 2016 年实绩

数 61543 万元增收 3088 万元，增长 5%。其中： 

（1）国税收入以 2016 年实绩数 13574 万元为基数，按 5%

增幅作为 2017 年任务数，全年安排 14253 万元； 

（2）地税收入以 2016 年实绩数 28206 万元为基数，按 5%

增幅作为 2017 年任务数，全年安排 296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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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税收入以 2016 年实绩数 19763 万元为基数，按 5%

增幅作为 2017 年任务数，全年安排 20762 万元。 

2.转移性收入以上年省、市对我区的固定补助款，加上上年

专项结转和提前下达 2017 年专项资金收入为基数，全年安排

223828 万元。其中： 

（1）上级税收返还收入 4469 万元； 

（2）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951 万元； 

（3）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962 万元； 

（4）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 1891 万元； 

（5）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7956 万元； 

（6）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补助收入 860 万元； 

（7）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5443 万元； 

（8）结算补助收入 494 万元； 

（9）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2967 万元； 

（10）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547 万元； 

（11）提前下达 2017 年上级专项资金收入 22189 万元； 

（12）上年专项结转收入 56393 万元； 

（13）土地出让收益调入及基础设施配套预计收入 109706

万元。 

（二）2017 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全区公共财政预算

总支出计划安排 288459 万元。其中： 

1.按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 476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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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安全支出安排 9852 万元； 

（3）教育支出安排 44879 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安排 492 万元；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 442 万元； 

（6）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安排 43449 万元；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安排 11241 万元； 

（8）节能环保支出安排 106 万元；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安排 8765 万元； 

（10）农林水事务支出安排 21698 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安排 572 万元； 

（12）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安排 998 万元； 

（13）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安排 1262 万元； 

（14）粮食物资储备事务支出安排 1300 万元； 

（15）住房保障支出安排 2778 万元； 

（1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11 万元； 

（17）预备费安排 4600 万元（用于统筹安排各项突发事件、

应急、救灾、考核或上级政策要求开展的工作等）； 

（18）其他支出安排 350 万元； 

（19）上解省市支出安排 5045 万元； 

（20）债务还本支出安排 21950 万元； 

（21）债务付息支出安排 4614 万元； 

（22）上年专项结转支出安排 56393 万元。 

2.按经济分类科目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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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支出 8328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2549 万

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317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7561 万元。 

（2）项目支出 205171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2061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726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373

万元、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支出 1975 万元、债务利息支出 4614

万元、基本建设支出 172 万元、其他支出 107311 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 11 万元、上年专项结转支出 56393 万元。 

（三）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支计划安排。全区政府性基金

收入计划安排 108578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00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8578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计划安排 108000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

出 108000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安排 578 万元。 

（四）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计划安排。全区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计划安排 11 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的支出

11 万元，收支平衡。 

四、2017 年主要工作任务和措施 

 2017 年是加快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我们将努力在新常态下实现新的突

破，谋求新的作为，坚持依法理财，深入推进财政改革，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全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一）加快经济发展，抓好财源建设。千方百计筹集资金，

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园区功能，更好地发挥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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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项目、吸纳投资、增加税费的作用。继续落实好各项减税降

费政策，帮扶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做大做强一批带动性强、附加

值高的行业企业，稳定财源税源基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鼓励传统优势产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积极

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有效投资增长。 

    （二）科学研判形势，抓好财税征管。根据经济发展、政策

调整等因素变化，科学研判经济税收形势，制定组织收入预案，

提高收入预测的准确性。创新税费征管方式，提高征管效率，做

到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做好协税护税工作，加强税

收协控联管，充分调动涉税各级各部门协同治税的积极性，对相

关行业、企业、个体大户开展税收专项整治，共同打击涉税违法

行为，保证税收应收尽收。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管理，拓宽国有资

源(资产)收入征收渠道，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三）集中使用财力，抓好支出保障。加强财政支出审核把

关，大力推进公务卡使用，全面提高公务卡使用率，严格按照中

共八项规定的要求控制办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加大民生实事投

入，科学统筹财力支持重点项目、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支出，优

先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

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开展广东省推

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创建工作，全力创建卫生强区。缩小城乡差

距，加快“三农”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开展精准扶

贫。加强环境治理，防治环境污染，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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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财政绩效，抓好财政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改革，强化财政资金支付管理，规范资金分配和拨付程

序。健全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预算体系，完善从编制到执行的

部门预算管理办法，科学制定公用支出定额标准。推进财政预、

决算公开，及时公开当年部门预算和上年度收支决算及“三公”

经费决算情况。充分利用国家创新金融政策及工具，通过融资等

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扩大财政支

出绩效管理范围，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五）强化财政职能，抓好财政监管。加大对各部门各单位

的财务收支、资金拨付程序的监管力度，实行以查促管、以管促

改，保证财政资金安全使用。强化专项资金监督，重点检查涉农

惠农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做到以监督促管理、以管理促服务。完

善政府性债务动态监管机制，规范举债行为，将债务规模压缩在

可控范围内，有效防控债务风险。突出非税收入“以票管收、以

票控收”，全面实施非税收入上非税系统、政府采购电脑系统申

报和审批的管理方式，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和政府采购监管行为。 

各位代表，2017 年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

协的监督支持下，奋发进取、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坚决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为建设“实力茂南、活力茂南、平安茂南、幸福茂

南、和谐茂南”而努力奋斗! 

  

  



 —14— 

茂名市茂南区第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秘书处 

                       2017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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