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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山市 2022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收支
执行情况的报告

一、2022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401.37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46.88％，同比

下降 4.53％，扣除留抵退税后可比增长 0.64％。其中：市区级

税收完成 222.36 亿元，同比下降 24.27％，扣除留抵退税后可

比下降 16.53％，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5.4％；非税收入完

成 179.01 亿元，同比增长 41.1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4.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93.46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

过预算的 47.63％，同比下降 2.31％。（各收支项目具体情况见

附件 1、2）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完成 246.11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23.82％，同比

下降 56.2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226.92 亿

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22.96％，同比下降 57.91％。全

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32.67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

算的 50.57％，同比下降 2.68％。（各收支项目具体情况见附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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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完成 2.47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47.32％。全

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79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

算的 46.91％。（各收支项目具体情况见附件 5）

4.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 132.89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51.96％。全市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16.2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46.11％。（各收支项目具体情况见附件 6）

（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

1.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 89.55 亿元（含各区上解市的税收收入），为年初市人大

通过预算的 44.97％，同比减收 11.53 亿元，同比下降 11.4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4.61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44.14％，同比减支 15.68 亿元，同比下降 13.03％。（各收支

项目具体情况见附件 7、8）

2.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完成 11.62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19.5％，同比下

降 67.7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8.39 亿元，

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15.88％，同比下降 74.81％。市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1.92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30.55％，同比下降 27.79％。（各收支项目具体情况见附件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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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完成 0.8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的 51.1％。市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0.43 亿元，为年初市人大通过预算

的 39.39％。（各收支项目具体情况见附件 11）

二、2022 年上半年全市财政收支的主要特点

（一）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止跌、回升、增

长”。

2022 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聚焦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勇担使命、迎难而上，扎

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为全市稳住经济、保障民生提供有力支

撑。上半年，在留抵退税政策“快准好”大头落地的情况下，

加大加快盘活政府资源资产力度和入库进度，全力推动全市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比实现增长 0.64％，扭转了 4 月份后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跌幅持续扩大的局面，较 1—5 月可比降幅

（-8.89％）提高了 9.53 个百分点。从全省情况看，我市可比

收入增速（0.64％）排名珠三角第 6 位，高于全省（-0.5％）

平均水平，为全省收入稳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二）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政府性基金规模紧缩。

由于土拍市场下行趋势仍未扭转，上半年全市国有土地出

让收入仅完成入库 226.92 亿元，减收 312.24 亿元，同比下降

57.91％。具体来看，市、区两级财政均面临国土出让收入大幅

下降的局面，给市、区两级国库库款运转带来较大压力，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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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土地交易契税增长。同时，全市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占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比例高（92.2％），减收显著拉低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根据以收定支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也将受到较大

影响。

（三）统筹可用财力，集中力量保障刚性支出和重点支出。

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有限财力用到

刀刃上。一方面大力盘活闲置资金。及时清理盘活各级各部门

不再使用的、期限已满的结转结余资金，优先调整用于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的支出。市级年中预算调整收回单位不再

使用的项目资金共 35.8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0 亿元、

政府性基金 25.8 亿元），按规定统筹安排使用，优先用于可形

成支出的成熟项目。另一方面推动加快支出进度。加快资金分

配下达，督促各级各部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促进资金一经下

达即可使用；对支出条件成熟的项目及早安排，及时下达拨付

中央直达资金及其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加快专项债支出使用

进度，落实穿透式监测要求，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政府

投资撬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2022 年上半年市级财政预算执行工作成效

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散发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环境下，全市各级财政坚持稳字当头，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围绕市委“515”战略目标任务，加强收支统筹管理，提升

积极财政政策效能，聚力托稳经济社会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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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新进展。

创新发展方面，完成支出 8.84 亿元，主要用于三龙湾建设

发展、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创新专项发展、季华实验室、

“市长直通车”平台、政务服务工作、重大重点项目靠前服务

等项目，推动科技体制机制、营商环境制度改革，助力增强科

技研发实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完成支出 7.27

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工业产品质量提升、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园区

开发运营等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协同发展、政企联动协同发展、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平衡加快区域发

展步伐，促进亲清政商关系，提升我市工业产业竞争力。绿色

发展方面，完成支出 1.58 亿元，主要用于潖江蓄滞洪区工程建

设、林场治理维护、植物园建设、经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节

能项目）等方面，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及环境系统治理、绿色清

洁生产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市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助力创

建节能环保型城市。开放发展方面，完成支出 47.4 亿元，主要

用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3 号线、2 号线一期、

广湛高铁等方面，推动佛山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双区驱动”

战略，深度参与“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共享发展方面，

完成支出 13.72 亿元，主要用于公立医院扩建及新园区建设、

医疗补助、对区涉农转移支付、困难群众服务救助、公共文化

体育场所运行维护、岭南文化保护开发等方面，推动基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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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长结构不够稳健。

经过全市各级财政的共同努力，上半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实现可比 0.64％的增长，主要是大力盘活政府资源资

产，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41.18％，发力带动总体收入实现增长。

税收收入部分，6 月税收累计收入可比下降 16.53％，降幅较 5

月可比降幅（-14.15％）扩大 2.38 个百分点，减收的主要有：

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 36.11％，减收 33.28 亿元，扣除留抵退

税后可比下降 11.76％，减收 11.5 亿元；契税受房土市场成交

冷淡影响延续大幅减收态势，同比下降 50.3％，减收 29.74 亿

元；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出现双位数降幅，分别同比下

降 22.16％、17.1％。主体税收收入受经济环境和减税政策影

响持续减收，拉低总体收入进度，接下来需要税收端发力赶上，

支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均衡可持续增长。

（二）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相对分化。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01.37 亿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46.88％，扣除留抵退税后可比增长 0.64％，为收入增长

做出积极贡献，但各区之间收入增长情况分化程度较大：按照

年初预算完成度排名，依次是南海区（47.9％）、顺德区（47.22％）、

禅城区（43.56％）、高明区（43.43％）、三水区（39.72％）；

按照可比增幅排名，依次是顺德区（1.08％）、高明区（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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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0.61％）、禅城区（-5.52％）、三水区（-7.55％）。其

中禅城区和三水区的预期收入完成度排名处于中下游，同时是

可比负增长，在统筹可用财力、保障支出需求方面可能面临一

定压力。

五、下阶段工作建议和措施

发展才是硬道理，全市各级财政将主动担当、迎难而上，

积极化解现阶段遇到的阻力和难题，进一步探索提升积极的财

政政策效能，推动财政运行迈上新台阶，以财政高质量健康发

展助推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

（一）开源节流提升收支质量，聚焦主业提高财政政策效

能。

加强收入形势研判，在不折不扣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的同时，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对重点税费收入应征尽征，

并采取措施加快实现土地收入，确保财政平稳运行。抓好支出

进度工作，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统筹谋划资金的回收使用，

优先使用存量资金安排支出；紧盯部门预算支出进度，“以审促

管”督促业务部门加快支出进度，对于不能及时支出的按规定

及早进行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专项债支出，确保年底债券

资金拨付进度和实际支出进度达标，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二）围绕省、市工作部署，用好财政力量推动高质量发

展。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保障省委“1+1+9”、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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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等重要工作部署和稳增长、保民生等重要领域支出。不

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非

必需的一般性支出，腾出资金优先用于可形成支出的成熟项目。

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建立健全预算安排和绩效管理衔接机制，

加强绩效结果应用，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督促业务部门在项

目执行中靠前发力，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全方位落实要素

保障，确保经费一经下达即可使用，促进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推动各项政策顺利落地兑现。

（三）切实严肃财经秩序，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

当前财政平稳运行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困难关

头更需要严肃纪律、把稳船舵，助力稳健渡过难关。严格落实

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条例，坚持以收定支，加强预算项目管理，

规范年度预算执行，加快资金分配下达拨付力度。强化库款运

行监测，保持合理库款规模，加强资金拨付保障。对照政府债

务还本付息计划，加强资金筹措力度，制定月度收支计划，防

范债务逾期风险。做好“三保”预算执行监控，落实月报旬报，

防范“三保”支出风险，确保每月“三保”支出足额拨付到位。

附件：1.佛山市 2022 年 1—6 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

行情况表

2.佛山市 2022 年 1—6 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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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表

3.佛山市 2022 年 1—6 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

情况表

4.佛山市 2022 年 1—6 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情况表

5.佛山市 2022 年 1—6 月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情

况表

6.佛山市 2022 年 1—6 月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7.佛山市级 2022 年 1—6 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表

8.佛山市级 2022 年 1—6 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表

9.佛山市级 2022 年 1—6 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

行情况表

10.佛山市级 2022 年 1—6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

行情况表

11.佛山市级 2022 年 1—6月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

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