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天津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１日在天津市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天津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３

年预算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各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

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

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积极应对多重矛

盾和风险挑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措并举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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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加强财政运行调度,为稳经济、促发展、保民生、防风险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一)预算收支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１)全市收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８４６６亿元,剔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按可比口径计算,完成预算９４１％,比上年下降５８％.

其中,税收收入１３４６８亿元,可比下降６４％,税收占比为７３％.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４８９亿元、一

般债务收入５３亿元、调入资金等２１８７亿元、上年结余１４０８亿

元,预算总收入为２９０８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７５１５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８０９％,下降１２７％.预算总收入减去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当年结余１５６５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２)市级收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３９５亿元,剔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按可比口径计算,完成预算９８７％,比上年下降６６％.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４８９亿元、一

般债务收入４０亿元、调入资金等１２１１亿元、上年结余４１６亿

元,减去市对区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２１亿元,预算总收入为

１０７０１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２４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９４６％,下降５％.预算总收入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当年结余

２７７亿元,全部为结转项目资金.

　　(３)转移支付.中央对我市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４８９亿元,

比上年增加９６４亿元,包括由地方统筹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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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６亿元、按规定使用的专项转移支付４６６亿元、税收返还

２４５７亿元.市对区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５２１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０８２亿元,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３５１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５３亿

元、税收返还１１７亿元.转移支付比上年增加,主要是中央财政给

予地方一次性留抵退税专项补助资金.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１)全市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４２３７亿元,完成预算

２５９％,比上年下降６２４％,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较多.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４３亿元、专项债务收入

７４１１亿元、上年结余６１１６亿元,减去调出资金等８７５亿元,预

算总收入为１６９３２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１５２１亿元,完

成调整预算４３２％,下降３１６％.预算总收入减去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当年结余５４１１亿元,主要是结转项目资金.

　　(２)市级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８３７亿元,完成预算

２９２％,比上年下降６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

付４３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５５７亿元、上年结余１６０７亿元,减去

市对区转移支付１４３８亿元、调出资金等０８亿元,预算总收入为

２５９８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２１４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４７５％,下降５３３％.预算总收入减去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当

年结余３８４亿元,主要是结转项目资金.

　　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８４２７亿元,完成预算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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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下降１％.其中,保险费收入１２９２４亿元、财政补贴４３４５

亿元、利息收入１２２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１７９１１

亿元,完成预算９１６％,下降２２％.当年收入减去当年支出,当

年结余５１６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１２２５３亿元.

　　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１)全市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２２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１１３３％,比上年下降９３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

上年结余５０４亿元、中央转移支付０５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７３１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５４８亿元,完成调整预算７５６％,

下降８２５％,包括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２０亿元、转移性支出２５５

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５３亿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支出３４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６亿元.预算总

收入减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当年结余１８３亿元,主要为项

目结转资金.

　　(２)市级收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４７亿元,完成预算

１０８５％,比上年增长５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上年结

余１８亿元、中央转移支付０５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１７亿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６８亿元,完成预算１０６１％,下降４１２％,

包括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８７亿元、转移性支出５３亿元、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２８亿元.预算总收入减去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当年结余０２亿元,主要为超收收入结转资金.

　　５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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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财政部核定我市２０２２年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８８９０１亿元,其中市级债务限额２４７４２亿元,区级债

务限额６３７０５亿元,待分配限额４５４亿元.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

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８６４５５亿元,其中市级债务余额２４００９亿

元,区级债务余额６２４４６亿元,均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２０２２年

市级已分配未发行一般债务限额１亿元,区级已分配未发行专项

债务限额６７５亿元.

　　(２)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２０２２年全市共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１４４６５亿元,包括新增债券７９２６亿元、再融资债券

６５３９亿元.政府债务外贷提款１４亿元.当年全市偿还地方政

府债券本息９６２５亿元,其中偿还本金６８４５亿元,支付利息２７８

亿元.

　　(二)落实市人大决议和财政工作情况

　　回顾过去一年,面对经济下行、减税降费、疫情影响造成的减

收,以及民生保障、助企纾困、疫情防控相应增支的双重叠加,预算

平衡难度超出预期.财政部门坚持难中求进、稳中求成,以非常之

举、务实之策,创新工作、主动作为,坚定、及时组建市、区两级税源

建设工作专班,加强组织收入调度,持续做大做强税源“底盘”,加

大闲置资源资产盘活力度,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调整优化支出结

构,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不断提高政策实

施和资金投向的精准度,促进财政收支平衡.

　　１聚焦助企纾困培育财源,着力稳企业、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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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

聚焦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实行“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

税额、一次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累计办理退税４５５４亿元.

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阶

段性免征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扩大“六税两费”适用主体范围,将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７５％提高至１００％,继

续实施制造业小微企业缓缴税费政策,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

累计减免缓缴税费２５６６亿元.

　　多措并举加大援企帮扶力度.实施更大力度援企稳岗政策,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向

１３５万家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１４８亿元,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

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阶段性减免３

个月或６个月国有房屋租金５２亿元.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力度,阶段性提高采购预留份额,授予中小企业采购合同份额达

１４８２亿元、占比７０３％.综合运用融资担保、贷款贴息、奖励补

助等方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倾斜.

　　建立税源专班工作机制.六月份在市、区两级建立税源建设

工作专班,将财源建设和服务企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优化包

联服务,持续做好重点企业走访,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帮助企

业解决发展难题.加强财政收入运行态势分析,关注重点行业运

行以及平台经济等财源发展情况,着力发掘存量、扩大增量、提高

质量.研究建立招商绩效评价机制,围绕重点产业链企业引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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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转移,推进跨区合作项目利益共享,支持推动中芯国际大二

期、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通用技术集团机床总部等一

批重点项目落地.

　　２聚焦增强区域发展动力,着力强基础、调结构

　　主动服务制造业立市战略.发挥智能制造专项资金引导作

用,安排资金１０亿元,围绕１２条重点产业链实施智能制造专项资

金项目２０３个,新打造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１００家,推进全市工

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修

订完善市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继续实施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６４家,

新认定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５０９家,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重

点“小巨人”企业５０家,累计争取中央奖补资金１６亿元.

　　助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改革完善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方式,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为科研“松绑”、为创新“减负”.深

入落实企业研发后补助政策,择优补助企业３８亿元,带动研发经

费支出增长４５１亿元.加大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力度,拨付专项

资金８９亿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均突破１万

家,评价入库雏鹰、瞪羚、领军企业分别超过５０００家、４００家、２８０

家.支持举办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签约项目１３６个、总投资８４９

亿元.设立首期４０亿元天使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

“硬科技”,全力打造“海河科创名片”.

　　支持稳投资促消费扩内需.发挥政府债券对投资撬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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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发行１１批新增专项债券７４１１亿元,支持全市２５６个重点项

目建设.优化提升消费环境,安排０２亿元支持举办第二届海河

国际消费季等主题活动,实施消费券促销,促进汽车、家电、百货零

售、餐饮文旅等消费加快恢复.争取中央服务业资金２３亿元,支

持县域商业建设、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推动供应链、商品服务

下沉和农村消费提升.安排０２亿元支持会展业和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鼓励扩大消费品进口,进一步丰富国内市场供给.争取中央

节能减排补助资金３３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基础设

施维护运营,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

　　３聚焦推进重大战略实施,着力强统筹、保重点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任务.支持天津港加快发展,筹集

１４亿元用于天津港基础设施维护提升、集疏运专用通道规划建

设,积极争取启运港政策,加速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有

序推进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加快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

流中心.提速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京唐城际、京滨城际(北段)

建成通车,津兴城际全线铺轨,京津冀主要城市１—１５小时交通

圈基本形成.推进重点流域生态治理,实施重要河湖湿地生态补

水１７４亿立方米,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拨付引滦入

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资金０９亿元,上游地区来水质量明显

提升.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土地出让收入优先支持乡村振

兴的政策措施,制定出台考核细则,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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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比例.统筹１７９亿元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惠农强农政策,新建高标准农田２４万

亩,及时启动疫情期间抢种速生叶菜补贴政策,有效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供给.筹集２０亿元投入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改革发展,

建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１５０个,落实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支

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成功争取中央财政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激励县奖励,全面推开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一卡通”改革.

　　４聚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惠民生、增福祉

　　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保基本、

兜底线,财政支出的七成投入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

老年人生活补助标准,惠及３２０余万人.做好低保和困难群众救

助,下达补助资金１７９亿元,调整物价补贴发放机制,加大临时性

救助力度.完善老年人助餐服务补贴机制,调整享受补贴时间和

套餐标准,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助餐服务需求.安排资金５９亿

元,用于粮油肉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储备,保障价格稳定、供应充

足.落实住房租赁补贴政策,向７８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发放住房租赁补贴４３亿元.积极盘活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

地,利用中央预算奖补资金１亿元,开工建设爱米斯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

　　支持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成３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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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新增中小学学位４５万个.支持

举办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助力打造职业教育新高地.

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支持定点救治医院运行保障,完善公共卫生

体系.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拓宽个人账户

支出范围,统筹基金门诊最高支付限额由７５００元提高至９０００元.

推进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启动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提升改造,实

施大运河、海河文化旅游带拓展提升改造,建设一批社区健身园、

健身步道、多功能运动设施,促进文体事业繁荣发展.

　　促进现代宜居城市品质提升.争取中央污染防治资金６８亿

元,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１６家供热站完成燃煤锅炉

改燃气,４家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治理工程,津沽污水处理

厂三期、张贵庄污水处理厂二期开工建设,出资设立首期规模１亿

元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持续推进“８７１”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强

滨海湿地和海岸线生态修复,构筑“河流环抱”“湿地围城”良好生

态格局.争取中央补助资金５８亿元,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开工建

设１７７个小区、７７９万平方米.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惠民工程,

改造供热旧管网１０８公里、燃气旧管网４０４公里,加快实施中心城

区６处积水片治理.支持地铁４号线北段以及７、８、１１号线一期

建设,地铁１０号线建成通车,加快B１、Z２、Z４号线一期建设,“津

城”“滨城”双城间通达效率进一步提升.

　　５聚焦提升财政治理能力,着力保基本、提效能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严格执行零基预算,坚持量入为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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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考虑以前年度预算基数和历史沿革,建立“预算一年一定”“项

目能进能出”的新机制.坚持真过紧日子,在近年严控一般性支出

基础上,２０２２年按５％、１０％两档比例压减公用经费１６亿元,按

２０％比例压减部门行政支出３亿元.执行事业单位新增人员“退

一进一”政策,财政供养人员经费按月据实增减,净收回资金１８

亿元.加强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监控,引入财资管理云平台,１０４６

个单位账户纳入监控范围.开展闲置资产盘活专项行动,推行市

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采用“财政＋第三方＋行业专家”联审模

式审核１５００余个项目绩效目标,全面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加

强成本控制,开展项目成本绩效分析试点.加大财政绩效评价力

度,评价范围进一步向中央直达资金、政府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政府投资基金等拓展,覆盖“四本预算”.强化财政预

算评审,对精准农业一张图、公共服务体系等１２２个项目压减预算

２８７亿元,审减率达４１６％.建立预算绩效高端咨询智库和专家

库,为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落实“三保”保障责任,坚持“三保”支

出的优先顺序,开展１６个区“三保”预算审核,督促足额编制预算、

不留硬缺口.严格“三保”资金专户管理,动态监测重点地区,精准

调拨“三保”资金,保障基本民生、工资发放、机构正常运转.最大

限度下沉财力,下达疫情防控专项补助１７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补助规模在上年基础上再增加２亿元,对“三保”困难区给予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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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第一时间下达区级留抵退税等专项资金９８亿元,支持基层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做好民生保障.

　　６聚焦管住用好政府债务,着力强管理、防风险

　　加强专项债券全周期管理.强化项目质量源头把控,出台专

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办法,实行储备库、需求库、发行库和存续期库

滚动接续、分级管理.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建立专项债券正负

面清单,从严审慎分配新增债券额度,保障重点项目资金需要.实

行常态化安排发行,做到随用随发、即发即用,同时所有新发专项

债券全部通过含权或等额本金偿还方式发行,避免偿债责任后移.

实行区级专项债券资金专户管理,市财政局结合项目建设进度和

资金使用情况从严审批,严防挤占挪用.出台专项债券项目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实行债券资金使用和目标实现情况“双监控”.部

署上线专项债券穿透式监测系统,实现专项债券资金全过程、穿透

式监管.制发市级事业单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备付金管理暂

行办法,提前归集偿债资金,将偿债责任落到实处.

　　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审批,资金

未落实的一律不予立项,严厉整治项目超概算、超工期、超标准.

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监控约束,落实市对区举债融资事

前安全审查机制,及时叫停涉嫌违法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融资.积

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协调沟通,对高息债务开展“削峰”管理,依法合

规做好债务缓释,优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在全市共同努力

下,超进度完成既定的隐性债务化解任务,没有出现一笔逾期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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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

依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收入增长基

础不牢固,支出保障压力持续加大,可用财力与资金需求存在较大

差距,区级财力不足,市级统筹调度能力减弱,财政持续处于紧平

衡状态.二是财源建设还需加力.激发潜力抓存量和发挥优势谋

增量的主动性不强、创新招法不多、成效不明显,出台的政策、投入

的资金、引进的项目与绩效目标有差距.三是发展负担较为沉重.

化债资金来源单一,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贡献

少,专项债券项目储备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我们将

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天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之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市人大的指导

监督下,科学研判形势,合理安排收支预算,系统谋划财政工作,为

完成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保驾护航.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２０２３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

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第十二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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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会和十二届二次全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扩大有效需求、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抓好改革开放、发挥好天津优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等五个方面工作导向,集中力量支持实施“十项行动”,落实“十个

聚焦”,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抓实抓牢财源税源培育,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健全

现代预算管理制度,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为开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提供有力保障.

　　根据上述总体要求,预算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精准高效,促进发展.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

各项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发挥财政政策效能,统筹利用现有财

政资源,加大经济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加强政府招商绩效评价,牢

固树立高质量、高效益精致增长的转型发展导向,支持各区有效引

育财源税源.

　　———聚焦重点,强化统筹.把落实中央和市委重大部署作为

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加大财政拨款、非财政拨款、部门存量资金

等各类资金资源统筹力度,强化政策集成和资金协同,集中财力办

大事,优先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市人

才强市、港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确保重大部署和重要项目落地

实施.

　　———勤俭节约,保障民生.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精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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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力压减公用经费预算,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严格执行零

基预算,削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深入挖掘节支潜力.办好民生

实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更加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保障,在发展中推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持续加力,稳固基层.坚持“三保”支出优先顺序,加强基

层财政运行监控,继续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增强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的能力.完善债务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合理安

排新增债务规模,积极防范债务风险.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

实行跨年度预算平衡,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可持续发展.

　　(二)预算草案

　　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市收支.一般公共收入预算１９２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其中,税收收入１５１４亿元,增长１２４％.一般公共收入预

算加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２０４亿元、一般债务收入３３亿

元、调入资金等４６２亿元、上年结余１５６５亿元,预算总收入为

３１９２９亿元.一般公共支出预算３１９２９亿元,剔除政府债券因

素,按可比口径增长１６７％.收支预算编制的主要依据:一是收

入预算方面,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税源培育效果逐步显现,资源资

产盘活力度不断加大,将带动财政收入稳步回升;二是支出预算方

面,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强化零基预算理念,坚持真过紧日

子,根据事业发展实际需要和财力可能合理核定预算.

　　(２)市级收支.一般公共收入预算７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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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６２０４亿元、一般债务收入

３３亿元、调入资金等８３７亿元、上年结余２７７亿元,减去市对区

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４１１４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１１２２４亿元.一

般公共支出预算１１２２４亿元,剔除政府债券因素,按可比口径增

长８１％.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市收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９９２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４３％.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３７亿元、上年

结余５４１１亿元,减去调出资金等１３５４亿元,预算总收入为

１４０１９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１４０１９亿元,剔除政府债券

因素,按可比口径增长５６８％.

　　(２)市级收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５１９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２６％.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３７亿元、上年

结余３８４亿元,减去市对区转移支付２３５４亿元、调出资金等

１８８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３０７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３０７亿

元,按可比口径增长６９７％.

　　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１９０１５ 亿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３２％,其中保险费收入１３５１５亿元、财政补贴收入４３９１亿元、

利息收入２９９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１９０４５亿元,

增长６３％.收入预算减去支出预算,当年赤字３亿元,需动用以

前年度滚存结余弥补当年缺口.年末滚存结余１２２２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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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市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３１７亿元,比上年增

长４２６％,主要是市级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增加.加上上年结余

１８３亿元、中央转移支付０４亿元,预算总收入为５０４亿元.国

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５０４亿元,下降７８％,包括:国有企业资本

金注入２６亿元、转移性支出１３５亿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

成本支出１９亿元、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２３亿元、其他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６７亿元.

　　(２)市级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１９２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９７％.加上上年结余０２亿元、中央转移支付０４亿元,预

算总收入为１９８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１９８亿元,增长

１８３％,包括: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１２３亿元、转移性支出６２亿

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１３亿元.

　　５地方政府债务

　　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提前下达２０２３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５４０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３２亿元,专项债务限额５０８亿元.

２０２３年全年新增债务限额将在全国人代会批准地方总限额后,由

财政部提出分配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正式下达.提前下达的

２０２３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３２亿元拟全部分配市级,连同上年市

级结转１亿元,市级可发行一般债券３３亿元.２０２２年年底,我市

将拟申报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分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进行审核.按照政策规定,地方应选择两部委均审核通过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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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安排发行.鉴于审核结果下达时间较晚,上述５０８亿元专项债

务限额本次暂未分配.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至市人

代会批准市级预算草案前,按照２０２３年度预算草案已预拨人员运

转经费等２５亿元.

　　三、２０２３年财政政策和财政主要工作

　　当前国际经济衰退风险增加,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等多重考验持续显现,我们一定认真贯彻市委决策部署,深入

落实市人大有关预算决议,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力提效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不断提升政策效能

和资金效益,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大力涵养财源税源,打牢经济稳定增长基础

　　更好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强化市、区两级税源专班队伍建设,

完善财源建设协同工作机制,引导各区结合区域特点,统筹用好各

项政策资金,加强对企业的精准服务,着力促进市场主体释放活

力.跟踪分析重大财税改革、产业政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加强重

点行业、重点区域等财源结构研究,为完善财税政策提供支撑,加

快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推动二产提质、三产增效.用好区域高质

量发展、跨区联合招商等政策措施,以激励为核心,统筹存量和增

量,兼顾引导、约束和保障,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市和区联动发

展、共同受益.狠抓开源组收工作,牢固树立精细管理意识,强化

税收征管服务,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加快建立全生命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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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治理体系,着力发掘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为财政收入稳

定增长提供支撑.

　　强化财政激励引导作用.进一步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

把提高绩效作为财政工作的目标导向,用足用好预算资金,真正用

到“刀刃上”,用到关键点,用到急需处;用好财政金融两个“钱袋

子”,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引导激励作用,积极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

落实国家和我市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坚持应享尽享、应退尽退,让

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稳定发展预期,坚定市场信心.优化招商

引资政策,加强政府招商绩效评价,大力实施精准招商、以商招商,

进一步提升招商实效.支持平台经济做大做强,推动细分领域平

台企业和相关产业在津集聚发展.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吸引品牌

会展商落户,全力培育品牌会展.

　　高效能激发区域活力.支持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引

领行动,完善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引导优质公共资

源向滨海新区、中心城区东部和北部、远郊五区倾斜,立足各区资

源禀赋,实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中心城区

更新提升行动,制定出台天开高教科技园支持政策,高标准筹划建

设金融街和中央商务区(CBD),大力发展服务经济、总部经济、商

务经济、创新经济.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百年金

街、古文化街、意式风情区等传统商圈提质升级,支持举办第三届

海河国际消费季,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激发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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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潜力.完善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支持深度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发挥新增政府债券作用,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强化项目管理和储备,加快债券资金使用

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力量提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载

能力,主动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同城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挥

比较优势,优化承接载体平台建设,实施跨区合作项目税收利益共

享机制,精准对接引进优质项目资源.加快推动港口经济发展,牢

固树立港产城融合发展理念,落实天津港支持政策,完善港口集疏

运体系,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持续打造“轨道上的京津

冀”,津兴城际建成通车,加快京滨城际(南段)、津潍高铁建设.强

化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协同治理,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任务.对接首都创新资源,持续深化部市、

院市、校市、企市合作,加快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建

设,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牵引.深入实施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打造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升级版为引领,完善创新主体梯度培育体系,大力

引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领军企业,雏鹰、瞪羚、领军(培育)企

业分别超过５８００家、４６０家、３１０家.深入推进制造业立市战略,

优化设立制造业立市专项资金,全年新培育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

间１００家,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１０家、专精特新“小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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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业６０家.

　　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认真落实土地出让收入优先支持乡

村振兴若干措施,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有效落实各项惠农强农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种业振兴、产业

融合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保障“菜篮子”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提高优质特色农产品竞争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防

汛抗旱体系、农村公路改造等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支持

经济薄弱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发展乡村

实体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用足用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信

贷担保奖补等政策,放大乡村振兴基金撬动作用,加快构建“财政

＋金融＋社会资金”投入格局.

　　(三)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增进民生福祉

　　支持社会事业发展.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兜底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２万

人以上.支持举办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持续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支持新增义务教育学位２２万个、普

通高中学位８５００个,高质量实施“双高计划”,持续推进高校“双一

流”建设.健全职工生育保险制度,推进婴幼儿托位建设.进一步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措施,加快建设

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等项目,推进部市共建８个专业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加快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建设一批户外微场地等设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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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开展群众性赛事活动.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

遇调整机制,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和居民医保住院最高支付限

额.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低收入家庭救助、临时救助等政策,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政策.促进嵌入式养老机构发展,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体３０个.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开展城镇老旧小区和农村危房

改造.优化提升城市载体功能,建成８条城市道路,改造供热旧管

网１３４公里、燃气旧管网５９２公里.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海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建设绿水青

山、碧海蓝天、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生态城市.

　　(四)健全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

　　坚持真过紧日子.大兴艰苦奋斗之风,继续严格执行零基预

算,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严格新增资产配置管理,继续清理规

范业务费,强化“三公”经费管理,大力压减公用经费预算,努力降

低行政运行开支.勤俭办一切事业,强化成本控制管理,加强项目

预算评审,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坚决压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

出.加强跨年度预算平衡,健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机制.积极盘

活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共享共用.

　　提升财政治理效能.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推进省以下财

政体制改革,适度增强市级统筹调控能力,进一步理顺市与区财政

关系.做实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完善市级预算绩效专家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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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专家动态管理机制,构建多维度、多环节财政管理绩效考

核机制,强化绩效约束.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推动资产、债

务、政府财务报告等业务系统的全面整合.启动预算指标核算管

理改革,完整反映预算资金流向和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情况.深

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促进金融机构持续

健康发展.

　　(五)严格政府债务和基层财政运行管理,筑牢风险防范制度

堤坝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我市项目库管理办法,组织各

区各部门抓紧谋划一批具备造血功能、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项

目,分级入库推动落实.加快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做好限额分配、

预算调整及发行准备等工作,确保债券资金即发即用.加强专项

债券资金专户管理,严防挪用占用、违规拨付资金.严格落实市对

区举债融资事前安全审查、疑点问题推送等工作机制,加强日常监

测和风险预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用好债务缓释政策,防范逾期违约风险.

　　强化基层财政运行管理.压实“三保”保障责任,督促各区足

额安排“三保”预算,落实“三保”支出优先保障顺序.严格执行“三

保”资金专户管理,开展财政运行预警监测,将土地收入下降多、财

力平衡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区作为重点,密切关注“三保”预算执

行、国库库款运行情况,加强资金调度和库款保障.健全财力长效

保障机制,建立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制度,确保“三保”兜得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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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可持续.

　　(六)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强化财经纪律约束

　　积极配合预算审查监督.全面贯彻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

例,坚持预算法定原则,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依法报告年度

预算执行、预算调整、政府债务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硬化预算执

行约束,严控预算追加事项,坚决禁止违反预算规定乱开口子.认

真落实“三走访”制度,做好与代表委员日常沟通交流,认真研究代

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把办理建议提案同完善政策、健全机制、

改进工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

题.持续推进预决算公开,推动“阳光财政”建设.

　　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围绕财税政策落实、防范化解风险、提

高财政资金绩效等开展监督检查、专项治理和绩效评价,强化政策

跟踪问效.实施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强资金分配、拨付

和使用监管,合理有序加快支出,更好发挥惠企利民实效.落实财

政资金动态监控,加强单位实有账户监控,规范使用财政资金.推

进财政暂付性款项管理,及时回笼国库垫付资金.主动加强财政

与审计、中央驻津单位等沟通协作,抓紧抓实审计、专项检查发现

问题整改,健全审计整改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进一步堵塞管理漏

洞,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各位代表,２０２３年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按照市委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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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执行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及批准的预算,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天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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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１全口径预算:指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建立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定位

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

　　２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

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３留抵退税政策:近年来,为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我国对部分行业实施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还政策.

２０２２年４月和７月,国家两次扩大政策实施行业范围,一次性退

还存量留抵税额,并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４预算管理一体化: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将统一的

管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提高项目储备、预算编审、预算调整和调

剂、资金支付、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等工作的标准化、自动化水

平,实现对预算管理全过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制,保证各级预算

管理规范高效.

　　５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和政

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

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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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税收返还:指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２００２年所得税收入分享

改革、２００９年成品油税费改革、２０１６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改革

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偿.包

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以及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７一般债券: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主要以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

　　８调入(调出)资金:指不同预算性质资金之间相互调入(调

出)的资金.

　　９结转项目资金:指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１０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促进地

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助给下级统筹安排使用的资金.

　　１１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给予下级,并由接受转移支付的下级按照上级规定的用途安

排使用的预算资金.

　　１２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

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１３专项债券: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以公益性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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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１５滚存结余:指截至年末的累计结余.

　　１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

收支预算.

　　１７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地方财

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１８直达资金:中央财政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主要用

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１９隐性债务: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

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主

要包括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替政府举借,由政府提供担保或财

政资金支持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在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开展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过程中,通过约定回购投

资本金、承诺保底收益等形成的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债务.

　　２０零基预算:指在编制预算时,对于所有预算支出均以零为

基点,不考虑以往情况,从根本上分析每项预算支出的必要性和数

额大小.这种预算不以历史为基础作修修补补,在年初重新审查

每项活动对实现支出目标的意义和效果,重新安排各项支出活动

的优先次序,并据此决定资金资源的分配.

　　２１民生支出: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卫生健

—８２—



康、文体传媒、农林水利、社保就业等方面的支出,以及与人民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支出.

　　２２“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２３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