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市十七届人大
二次会议文件(１３)

关于沈阳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书面)

———２０２３年１月８日在沈阳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沈阳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沈阳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提请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请

市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财政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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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

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沈阳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牢牢锚定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总目标,严格执行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决议,着眼于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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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促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等重点工作,认真践行 “以政

领财、以财辅政”理念,顶住经济下行巨大压力,接续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强化资金要素保障,沉着应对风险挑战,持

续提升管理效能,为全市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社会事业不断

进步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落实市人大决议及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２０２２年,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十分严峻,减收

增支造成的 “紧平衡”状态贯穿全年始终.收入方面,宏观

经济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

家实施大规模组合式退税减税等全局性、政策性因素,加之

我市阶段性本土疫情、房地产市场低迷等特殊性、周期性因

素叠加交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难度明显加大,税收收

入自５月份起持续呈下降态势.支出方面,全市推进重点任

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和重大项目等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予

以支持,实施稳住经济一揽子及接续政策、强化疫情资金保

障等也客观上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同时支持区县 (市)兜

牢 “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刚性支出规模依然较

大,财政收支矛盾十分巨大.面对压力和挑战,我们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具体要求,提高政治站位,锚

定发展目标,聚焦中心全局,拿出硬招实招,确保了全年财

政平稳运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１３７亿元 (快报数,

下同),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 (以下简称同口径)增

长１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８９亿元,增长１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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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规模连续４年超千亿元,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得到

有效落实.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１以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感,不畏难、讲

担当、应挑战,助力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坚持稳字当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

保稳定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推动

经济社会健康平稳运行.支持守住人民生命安全的基本线.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疫情防控资金保障作为头

等大事,竭尽全力统筹财政资金、医保基金和社会资金等超

百亿元,并建立资金审批及支付 “绿色通道”,确保防疫资

金第一时间足额抵达一线,支持全民核酸检测、防疫物资采

购、定点隔离酒店租用、方舱医院和健康驿站建设、农村疫

情防控等工作顺利开展.支持稳住市场主体发展的基本盘.

兑现政策资金２８０亿元,支持落实国家、省、市稳住经济一

揽子政策及接续政策,推动实施市 “１２＋１５＋２０”条系列措

施,积极开展 “春风送暖落实月”活动,主动帮助市场主体

解读政策、享受政策、解决困难,共克疫情时艰.支持巩固

良好营商环境的基本面.大力推广财政 “惠企直达” “免申

直达”模式,４４８亿元补助资金第一时间直拨企业.创新

“好政策”资金直达机制,投入７６亿元支持落实８３项 “好

政策”,惠及７８５１户企业和２０６万名个人.研究制定１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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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精准服务举措,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中小

微企业政府采购成交金额６９８亿元,占全市总成交金额

的８５３％.

坚持稳中求进,有效发挥财政稳预期稳信心职能作用.

积极应对宏观经济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

压力,在财政收支两端同步发力,推动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财政收入保持在合理区间.锚定年初预算,

科学分析研判形势,提前谋划应急举措,积极应对阶段性疫

情、房地产市场低迷、产业链供应链制约等不利因素,加大

力度协税护税、依法征收,努力盘活存量资产、资源等收入

来源,确保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始终保持全省首位、

收入增幅始终保持同口径正增长、税收占比始终保持在

７０％以上.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１３７亿元,同口径增长

１３％,高出全省平均增幅１７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比重高出全省平均水平８３个百分点.财政支

出保持必要强度.加大资金资源统筹力度,积极组织做好

“三争取”工作,切实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加快支出进度,

不断提高支出精准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８９亿元,

增长１６％,支出规模连续４年超千亿元,为全市推进重点

任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和重大项目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支持.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高度关注教育、科技、

农业、社保就业、卫生健康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小情,支持百姓关心关切的重点民生政策兑现落实,全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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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 计 口 径 民 生 领 域 支 出 完 成 ７６０１ 亿 元,占 总 支 出

７２５％,较上年提高６３个百分点,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１９７亿元,增长８４％;教育支出１１８５亿元,增长

４９％;卫生健康支出１０６２亿元,增长２６６％;农林水支

出５７４亿元,增长１９％;科学技术支出２４９亿元,增

长６４％.

坚持稳步推进,全面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企业

下 “及时雨”、送 “雪中炭”,确保国家政策红利落地见效,

经验做法被财政部宣传报道.强化担当重 “高度”.把落实

国家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组合式退税减税政策当做帮助市场主

体渡难关、谋发展的重要手段,将积极争取到的中央、省留

抵退税等补助资金１１６８亿元,全部第一时间足额拨付各区

县 (市),既确保 “真金白银”快速直达市场主体,也保障

各区县 (市)不因落实国家政策而占用 “三保”等刚性支出

资金.提高效率加 “速度”.及时建立并有效运用增值税留

抵退税专班推进、跨部门协调和资金应急保障等机制,指导

各区县 (市)加强库款运行监测分析,合理安排使用资金,

对于超出各区县 (市)财政承受能力的大额退税,市本级给

予紧急资金调度支持.全年办理退税、减税、缓税超２３０亿

元,惠及市场主体近３０万户 (次),符合条件企业增值税留

抵退税 “愿退尽退”.组合施策显 “力度”.进一步优化调整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推动打造成本

竞争力强的 “成本洼地”.严格落实国家、省各项降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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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半征收餐饮住宿企业电梯、锅炉、锅炉水 (介)质检验检

测费,降低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标准,缓缴企业、个体

工商户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累计减缓征收企业和个人费用

０２亿元,惠及２１５万户 (人).

２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时代感,扩内需、促

创新、聚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嵌入、全面

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认真谋划实施

一系列力度合适、组合得当、发力精准的政策举措,不断增

强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提升效能,更

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充分发挥财政支持扩内需促开放积极作用.立足扩大内

需战略基点,推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支持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谋划重大项目.秉持 “招商为要、项目为

王、落地为大”理念,推动加快建设 “一枢纽、四中心”,

投入１２３亿元并争取新增债券１０６亿元,支持沈丹铁路外

迁、５条地铁线路建设、沈飞局部搬迁、老旧小区改造等重

点项目.推动各区县 (市)以有效投资之 “进”服务经济大

盘之 “稳”,以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理念和资金、资

源、资产 “三资”整合为导向,谋划项目３８个、投资规模

３２４９亿元.支持围绕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充

分释放消费潜力.财政政策 “靠前发力”导向突出,财政资

金 “乘数效应”作用显现,供、需两端信心有效提振.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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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６２４户规上服务业企业、限上批零住宿餐饮企业以

及５３家旅行社发放补助资金,支持办好全球工业互联网大

会、中国 (沈阳)韩国周、沈阳国际广告展等大型会展活

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发放１亿元购车消费券,撬

动汽车消费４５６亿元,惠及车主２４万名;发放１２亿元

居民消费券和文旅体育惠民消费券,带动线上线下消费市场

同步回暖.支持围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 “一区三平台

四通道”.不断增强开放意识,强化 “枢纽” “前沿”观念,

支持打造面向东北亚开放新高地.投入２４８亿元,推动高

能级开放平台建设,支持临空经济区、自贸区、自创区、综

保区等高水平建设,深化与德日韩等国家经贸合作.投入２
亿元,推动 “空陆海网”开放通道建设,向２３家航空公司

发放阶段性国内客运航班运行补贴;支持中欧班列开行列数

保持东北第一;鼓励盛大门综合运营、菜鸟网络等头部跨境

电商项目加快建设.

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作用.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着眼于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支持为全省作出 “五个示范”.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深

化科技经费体制改革,优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赋予科研人

员更大的科研经费自主权,鼓励企业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产

业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着力突破一批 “卡脖子”

问题.投入２１８亿元,支持在引育壮大新动能上为全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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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范,推动构建 “一城一园三区多组团”创新格局,支持

浑南科技城、航空动力产业园等加快建设,并利用政策支持

“１２＋２４”头部企业配套和特色工业园区加速形成集聚效应.

投入４亿元,支持在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上为全省作

出示范,推动数字沈阳、数字政府加快建设.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支持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自己手

中,蓄力推进 “５＋３＋７＋５”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打造高

水平 “沈阳制造”,不断提升 “两化三率”水平.支持在改

造升级 “老字号”上为全省作出示范,投入１２７亿元,支

持宝马等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建设国内先进的整车生产体系

和完善的零部件配套体系.投入１８９亿元,支持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支持在

培育壮大 “新字号”上为全省作出示范,筹集５３亿元,推

动中航发燃气轮机、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采埃孚新能源电

驱动等项目取得进展.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支持在绿色低碳

发展上为全省作出示范,筹集１７亿元,鼓励集成电路、机

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绿色产业加快发展.投入

５４亿元,支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鼓

励开展清洁取暖和散煤替代,推动实施燃煤锅炉淘汰改造、

河湖水域综合治理、污水处理厂提标改扩建、危险废弃物无

害化处置等重点项目.推动建设人才强市.营造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投入５亿元,

全面落实 “兴沈英才计划”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以风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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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人文为要素打造青年友好型街区,以平台、环境、新经

济为重点建设人才成长型城市.

充分发挥财政引导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有效发

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作用,支持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

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让金融血脉更好地滋

养实体经济.积极构建 “２＋３＋N”多层次投资基金体系.

城市更新及发展基金围绕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接项目

２７个,投资总规模９６８亿元.沈阳市投资基金聚焦 “５＋３

＋７＋５”产业链,筛选项目近百个,覆盖率达到７０％以上,

何氏眼科、航空智能制造、中欧班列 (沈阳)集结中心等

２０个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投资总规模１１６亿元.投入５
亿元支持组建 “百亿”天使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对我市

重点领域初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用好用活政府性融资担保

政策.复制推广以 “园区集合贷”为代表的系列集合贷,积

极开展 “扫园进企”对接服务,会同银、担三方走访产业园

区５８个,授信企业２４４户,新增授信额度７亿元.投入２５
亿元并争取省补助２５亿元,支持市级政府性担保机构增资

并扩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投入１１亿元财政贴息资金,鼓

励金融机构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３９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支持打造良好金融市场环境.相继推出 “助保贷”“稳企贷”

“红星贷”、信用保证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

等多项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为３０４５户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

４１５亿元.投入０６亿元,助力３户企业完成上市、３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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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完成上市再融资、３４户企业完成辽股交挂牌.

３以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的情怀感,解民忧、纾

民困、暖民心,促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牢记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更

公平惠及沈城百姓.

支持高品质实施城市更新 “五大行动”.以打造现代化

生态化国际大都市为目标,投入１８８８亿元,支持高水平推

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服务品

质、生态品质和文化品质.推动实施社会民生保障行动.投

入７９亿元,推进 “五工程一管理”项目按计划实施,４７５
个老旧小区、２００条背街小巷、６０１公里老旧管网改造完成,

城乡结合部、城市街路更新等综合整治工程接续实施.利用

PPP模式筹集资金２０６亿元,支持四环快速路提升及周边道

路建设、动静态交通融合提升 (停车场建设)等重点项目顺

利开展.推动实施产业经济振兴行动.投入４６９亿元,支

持 “以业兴城”,围绕３５个核心发展板块、５５个城市更新

片区策划包装项目,推动中街、太原街等重点商圈改造.推

动实施人文魅力彰显行动.投入２２亿元,支持历史文化名

城建设,保障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共满洲省委纪念

馆、红楼群民国历史文化专题展区、奉天商务总会、张学良

旧居办事处等修缮改造资金需求,推动 “百馆之城”和 “书

香沈阳”加快建设.推动实施绿色生态优化行动.投入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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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支持 “以绿荫城、以水润城、以园美城”,２２５平方

公里新增绿地以及百里空中花廊让城市 “四季有绿、三季有

花”;重点河流滩地生态封育成果持续巩固,浑河、运河水

系景观不断提升,国考断面水质指数同比改善５８％, “四

水同治”成效斐然;东陵、北陵等１０座综合性公园焕然一

新,１０００座新建口袋公园成为人民群众休闲放松好去处,

“公园城市”颜值与魅力持续提升.推动实施韧性智慧支撑

行动.投入１０１亿元,支持道路、桥梁加固改造以及雨水

管线改造、河道治理、排水系统优化提升,建设海绵城市消

除积水点８个,推动养息牧河等重点河流开展防洪和除险加

固工程.

支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强化强农惠农政策资

金保障,投入１３３４亿元,推动实施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三年

行动计划,不断增强城乡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产业发展为重点,投

入８３亿元,推动实施 “五个一批”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按５％比例提取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发展,

高出国家规定１个百分点,有效扩展资金来源.创新搭建脱

贫地区农产品采购平台,目前已有４３４种农副特产实现线上

销售.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安全.支持落实 “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投入２４２亿元,抓好农户、耕地、

种子等关键要素资金保障,牢牢守住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

生产底线,建设高标准农田６５万亩,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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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万亩,粮食生产实现 “十九连丰”.推动改善乡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投入４６亿元,支持落实 “１＋１对

１”对口帮扶、飞地经济、中心镇建设等县域经济发展政策.

投入７９亿元,推进 “三美”乡村建设,支持规划建设美丽

田园２０个,建成美丽村屯３３２个以及一事一议村内道路４９０
公里.及时保障自然灾害救助资金需求.面对年初雪灾和夏

季暴雨,第一时间筹集并核拨０６亿元,尽最大努力挽回、

减轻农户受灾损失.投入６８亿元,推进农业防灾减灾体系

建设,全力保护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切身利益.

支持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积极发挥财政资金保障作

用,坚决维护好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幼有所育.投入

０９亿元,支持新增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７３５０个,为２６４
所幼儿园安装视频监控设备,育幼园所软硬件环境不断提

升.推动学有所教.投入７１亿元,支持创建义务教育新优

质均衡示范校１３５所,积极推动高中教育特色发展、职业教

育融合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办学能力提升.投入１５亿元,支

持全市中小学在全国率先开展普惠性课后服务,积极落实

“双减”工作.推动劳有所得.投入１１亿元,精准落实就业

创业服务补助、公益性岗位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等政策,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推动病有所医.

投入８５亿元,支持公立医院正常运转及改革推进、标准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等项目实施.投入３６１亿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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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政策足额落实

并提高标准.推动老有所养.投入８１２亿元,支持企业、

机关 事 业 退 休 人 员 养 老 金 待 遇 落 实 并 分 别 提 标 ４１％、

３２％,惠及２０５４万人.投入２１亿元,支持在２００个社

区开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新建家庭养老床位４５００张,

鼓励引进优质养老机构.推动住有所居.投入４２亿元,向

２３万购房者发放个人购房补贴,为近万户低收入家庭发放

租房补贴.投入５５亿元,用于发放供暖补贴和采购应急储

煤,缓解供暖企业运转和储煤资金压力,让沈城百姓温暖过

冬.推动弱有所扶.投入６７亿元,支持落实社会救助、低

收入群体、高龄老人等补助政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

别提高３５％、３２５％,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分别提高

３５％、１７１％.推动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投入５６亿

元,支持深入践行 “两邻”理念,创建 “四零”社区,落实

社区工作者待遇及提标政策,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４ 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先机、开新局、

守底线,筑牢财政可持续发展根基.统筹谋划好促发展和防

风险工作,把机遇抢抓得更主动一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

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为财政可持续发展营造更

优环境、排除更多隐患、积攒更强后劲.

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积极赢取上级有关部门对我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迫切愿望和资金实际需求的理解与支持,

全力以赴争取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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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提升.以 “谋争抢拼”积极态度深入开展 “三争取”

工作,全面梳理中央、省转移支付项目清单,密切关注资金

分配动态,建立激励机制,细化工作任务,紧盯关键节点,

及时疏通堵点.全市争取上级各类补助资金４０２５亿元 (不

含提前到位的留抵退税补助资金等),增长２４９％,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极大的资金补充和支持.新增债

券规模创历史新高.紧紧抓住中央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

用并扩大支持范围的政策机遇,督促各部门、各区县 (市)

强化 “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走”原

则,做实做细项目储备,加大力度整合包装项目,切实提升

申报成功率.全市争取新增债券１０６亿元,较去年增长近３
倍,有效缓解了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造成的发展资金短

缺.同时,全市新增债券资金使用进度超过９９％,资金效

益充分发挥.争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成效显著.充分调研论

证项目,高质量编制申报方案,精心组织答辩材料,市领导

挂帅带队参加答辩,多个项目成功获批中央资金支持.以全

国第二名成绩入选２０２２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支持城市,

获批２１亿元;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入选城市,成功申报公立

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获批５亿元;作为全省唯

一入选城市,成功申报２０２２年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城市和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分别获批９
亿元和１亿元.

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积极应对贯穿全年的收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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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内部挖潜力,从外部聚合力.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开展 “精算、精管、精准、精

细”专项行动,分清主次,明确缓急,合理配置有限的财政

资源.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等项目建设和民生支出全

力予以保障;对新出台项目建设和民生支出政策,提前做好

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和可行性论证,切实把财政保障建立在经

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坚

持常态化过紧日子,从严从紧控制一般性支出,在预算编制

环节市本级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９１亿元的基础上,在预

算执行环节进一步压缩经常性支出,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

力度,统筹用于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刀刃”上.统

筹资源,积极引导.将依托行政权力、国有资源 (资产)获

取的收入以及特许经营权转让收入等按规定全部纳入预算.

加大 “四部预算”统筹衔接力度,将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等１２８４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入相关领域项目建设,推动营造各

类资源共投共享共赢的良好氛围.

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把政策要求落到实处,把主体责

任担在肩上,不断丰富指导实践的 “方法论”,增强应对复

杂形势的 “能力值”,管好党和人民交种的 “责任田”.全市

各级财政运行平稳.在市本级 “紧平衡”情况下,坚持财力

下沉保基层,综合运用好转移支付、资金调度等方式,加大

对各区县 (市)扶持力度.全年下达各区县 (市)各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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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３５９亿元,增长１９１％;借款２３８亿元,对各区县

(市)财政平稳运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市 “三保”

支出 “应保必保”.坚决落实中央、省关于 “三保”保障

“市级帮扶”工作要求,研究制定了 «沈阳市做好 “三保”

保障工作方案»«沈阳市 “三保”应急处置预案»等一系列

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

先保障顺序,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必须足额安排,并运用专人

专区、动态监控等手段督促各区县 (市)严格落实.重点关

注财力基础薄弱的四区县 (市),精准测算其 “三保”可用

财力和支出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大转移支付和资金调度支持

力度.全年下达四区县 (市)各类补助资金１１８６亿元,增

长１８％,并对其当年１３９亿元 “三保”支出缺口予以全

额兜底保障.全市债务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化解.压实各级债

务管理主体责任,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杜绝新增隐性债

务.全市累计化解存量债务５３亿元,超额完成向省委省政

府承诺的阶段性目标;利用金融工具置换到期存量债务

１７６亿元,当期偿债压力得以缓释,全市债务风险等级处

于安全区域.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争取国家发行金

融专项债,支持城商行健康发展.督促各区县 (市)通过工

资库款保障户,集中统一发放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教师工资

１２２３亿元;连续３年下达全市乡镇１５亿元的运转补助经

费;投入０４亿元进一步提高村干部待遇,有效保障了基层

干部队伍稳、人心安.支持打造平安沈阳,推动提升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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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访维稳等领域管理水平.

５以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的紧迫感,推改革、抓

落实、当先锋,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将财政工作发展更

深层次融入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之中,把握大势、

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争当先锋,稳步推动建立具有 “四梁

八柱”作用的现代财政管理制度.

多方协同的监督效果充分显现.促进多方监督协同发

力,并与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改进工作有机结合,全面推

进财政法治建设.全面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严格执行人大批准预算,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依法履行预算

调整程序.全面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

督,全年办理人大、政协各项议案、建议和提案６５件,见

面率、答复率和应满意率均为１００％.严格落实政府向人大

报告债务制度有关规定,依法接受市人大对全市债务工作的

审查监督.自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监督.以人大、审计、财政

联席会商制度为抓手,深入整改审计提出问题,把审计整改

与加强预算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携手解决预算管理工作存

在问题.加强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协调互动和信息共享,支

持 “两个体系”建设.主动接受社会及舆论监督.依法做好

政府预决算及 “三公”经费公开,并扩展增加了直达资金、

政府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公开内容,在清华大学地方

财政透明度综合评价中,我市历史性地排名第１４位.积极

做好财政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１１２８篇政策、动态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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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门户网站及时向社会发布,１６５篇财政信息被上级部门

和新闻媒体刊载.

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着力破除与构建现代财

政制度要求不相适应的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以更高站位、

更大格局、更宽视野谋划和推动财政管理工作,在省政府督

查激励考核中排名首位.财政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深

入推进.积极发挥财政改革突破和先导作用,围绕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研究制定了

«沈阳市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６个

方面、２４项要求提出７６条具体落实措施.研究制定了公共

文化、应急救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国防等５个领域市

与区县 (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累计１３
个领域改革方案落地执行,逐步构建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的市与区县 (市)财政关系.认真开展调研分析和数据测

算,摸清我市现行财政体制运行情况,为进一步优化省以下

财政体制改革做好准备.预算管理注重精细、强化集成、突

出绩效.进一步优化完善形成４９类、１９５５项的预算支出标

准体系,对预算编制、执行管理的基础支撑作用进一步加

强.秉承 “制度＋技术”理念打造 “数字财政”,在全省率

先实现市、区县 (市)、乡 (镇)三级财政全部启动应用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财政信息化管理 “纵向到底”.强化

“花钱必问效”导向,将直达资金、专项债券等使用情况纳

入绩效监控范围,对２９７个重点项目、２３１４亿元资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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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跟踪监控,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

要参考依据.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全省考核中连续两年

排名首位.国库管理更加规范、更加精准、更有效率.强化

库款测算研判,精准调度国库资金,增强库款流动性,提高

库款保障能力,全年统筹调度各区县 (市)各类财政资金

２４１３亿元,切实防范基层财政资金支付风险.强化直达资

金常态化管理,对上级分配各区县 (市)的１１１４亿元直达

资金,全部 “一竿子插到底”,并将市、区县 (市)两级对

应安排的资金全部纳入直达机制管理.持续开展暂付款减存

控增工作,２０１９年以来全市累计消化存量暂付款１９２１亿

元,暂付款总规模占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支出之和的

比重全省最低.财政重点工作有序开展、扎实推进、富有实

效.稳妥推进地方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６８个市直部门

和所有区县 (市)开展了对照检查和整改落实.把好政府投

资工程项目预结算审核关口,全年审核项目８２４个,审核金

额１１０６亿元.扎实推动做好部门预算编制、政府购买服

务、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行政执法专项

整治等各项工作.

忠诚担当的财政队伍争当先锋.增强全体财政干部的志

气、骨气、底气,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让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在财政系统薪火相传.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绝对领

导.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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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

上来,不断增强 “以政领财、以财辅政”能力水平.迅速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体

现在具体行动上,落实到理财实践中.积极开展 “振兴新突

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在全市统一行动任务基础上,

主动谋划１０２项重点工作任务,细化 “一张图”压实责任,

亮出 “红黑榜”激先敦后,一项一项抓落实,一锤一锤钉钉

子,全年在全省处于领先、取得实质性突破的１７项工作登

上 “红榜”,财政干部主动担当、奋进攻坚氛围强烈浓厚.

促进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平.面向全市财政和财务人员举办

“财务与会计管理云课堂”“财政大讲堂”等系列培训,累计

培训６万余人 (次).在全市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开

展 “我守诚信、兴辽有我”专项活动,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我市成为东北首家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电子证照全域应用城

市.扎实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

纪,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营造财政部门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强化以干成事论英雄、以解

决实际问题论能力、以高质量发展项目和高水平成果论业绩

的用人导向,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财政干部

队伍.

(二)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１３７亿元,

同口径增长１３％,自然口径下降７７％,完成年初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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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７％.其中:税收收入５２９４亿元,同口径下降２２％,

自然口径下降１３６％,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７４２％;非税收入１８４３亿元,增长１４８％.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８９亿元,增长１６％.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７１３７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３９７３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含结转,下同)８９８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９７９亿

元、调入资金１２８４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４８亿

元,收入总计１５９１９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４８９亿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７７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８２９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２１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１２１亿元,支出总计１５９１９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７７亿元,增长９３％,为

调整预算的１０６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４７亿元,

增长３５％.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９７７亿元,加上下级上解收入３９７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３９７３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６８８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１９７９亿元、调入资金８０５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０亿元,收入总计１２８９２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４７亿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７７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３３３８亿

元、一般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４６３ 亿 元、一 般 债 务 转 贷 支 出

１３６２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元、结转下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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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９８９亿元,支出总计１２８９２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２０２２年市本级预备费支出５亿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

物资保障、定点隔离酒店租用、方舱医院和健康驿站建设、

移动核酸检测方舱车购置、信访维稳等支出.

２０２２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重点科目支出情况:

教育支出２４７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１８６亿元,市本级用于教育方面资金共计４３３亿元.

科学技术支出１５５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６５亿元,市本级用于科学技术方面资金共计２２亿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３１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

转移支付资金０４亿元,市本级用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

面资金共计１３５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７５７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以及

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４１５亿元,市本级用于社会保障

和就业方面资金共计１１７２亿元.

卫生健康支出５４４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１９９ 亿元,市本级用于卫生健康方面资金共计 ７４３
亿元.

节能环保支出２１５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以及在城乡社区、农林水等科目中核算的支出３２５亿元,

市本级用于生态环保方面资金共计５４亿元.

城乡社区支出４３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补助各地区

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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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算的支出１４５８亿元,市本级用于城市建设方面资金共

计１８８８亿元.

农林水支出１５９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以及补助各地

区转移支付资金４２亿元,市本级用于农林水方面资金共计

５７９亿元.

交通运输支出１２７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４５亿元,市本级用于交通运输方面资金共计１７２亿元.

住房保障支出２５８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８４亿元,市本级用于住房保障方面资金共计３４２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３７１
亿元,下降７３２％,完成年初预算的２６７％,其中:土地

出让收入１１２３亿元,下降７６８％.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２２８２亿元,下降３９３％,其中:城乡社区支出９８亿

元,下降６９８％.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３７１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５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７２９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９１１亿元、调入资金２６亿

元,收入总计４２８６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２８２亿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０６亿元、调出资金８３２亿元、专

项债务还本支出１００６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１６亿元,支出

总计４２８６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７１亿元,下降６６９％,为

调整预算的１４９７％,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５３１亿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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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７３８％.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３４９亿元,增长

７６％,其中:城乡社区支出４３７亿元,下降５５９％.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７１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５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１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５７３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９１１
亿元、调入资金２４４亿元,收入总计３４６３亿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１３４９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０６亿元、补

助下级支出２２９亿元、调出资金５８７亿元、专项债务转贷

支出８６２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２９５亿元、结转下年支

出１３５亿元,支出总计３４６３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５
亿元,下降４０２％,其中:利润收入１３亿元、产权转让

收入０１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１亿元,加上上年

结余收入３２亿元、上级补助收入０８亿元后,收入总计

６５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３亿元,增长１１３％,

加上调出资金１７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２５亿元后,支出总

计６５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０８亿元,增长５２％,

加上上年结余收入２亿元、上级补助收入０８亿元后,收入

总计３６亿元.

市本 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１５ 亿 元,增 长

１５９９％,加上调出资金０２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０８亿元、

—４２—



结转下年支出１１亿元后,支出总计３６亿元.

４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３６２５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３３４４亿元.按照省

关于社保基金预算编制有关要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

失业保险收支由省级统一核算,不再在市以下体现.

(三)政府债务情况

１债务余额情况.截至２０２２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１９０７８亿元,控制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２０２０５亿

元以内,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水平处于安全区域.从债务性质

看:一般债务９８０４亿元,专项债务９２７４亿元;从政府级

次看:市本级６０１１亿元,区县 (市)１３０６７亿元.

２债券发行情况.２０２２年,全市发行政府债券３８９亿

元.从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券１９７９亿元,专项债券１９１１
亿元;从债务用途看:新增债券１０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１５４亿元,专项债券９０６亿元,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保障性

安居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等领域;再融资债券

２８３亿元.

３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全市计划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３４８７亿元,当年实际偿还３５０９亿元 (含再融资债券偿还

本金２８３亿元),完成全年应偿还政府债务本息的１００６％,

其中:本金２８３４亿元,利息６７５亿元.全年化债５３亿

元,超额完成向省委省政府承诺的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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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争取上级补助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市共争取上级各类补助资金４０２５亿元

(不含提前到位的留抵退税补助资金等),增长２４９％,其

中直达资金１４７９亿元.

以上预算执行具体情况详见 «沈阳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上述预算执行情况在财政决算后

将会有所变化,届时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总体来看,在收入预算执行难度加大,财政收支矛盾突

出的困难形势下,全市财政实现了平稳运行,各项重点支出

需求得到了有效保障,这是市委坚强领导、正确决策的结

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强化监督、大力指导的结果,也是各

地区、各部门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

醒地认识到财政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主要体现在:财政收

入持续稳定增长仍面临较大挑战,财政收支矛盾仍将十分突

出;个别部门和地区资金使用效益仍需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仍有待提升;部分区县 (市) “三保”保障和债务风险防范

化解等仍需市级予以帮扶.对此,我们将认真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全省实施全

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首战之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

大、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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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财政运行压力与发展机遇并存.一方面,国际环

境复杂严峻,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

链面临新的挑战;全市重点支柱税源企业仍有待培育,产业

转型升级、重点领域改革、重点投资项目对税收增长的拉动

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各级政府持续加大存量资产

处置盘活力度,非税收入执收空间逐渐收窄,上述因素将一

定程度掣肘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全市推进重点任

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和重大项目,以及 “三保”等刚性

支出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予以保障,财政支出压力有增无减,

收支矛盾依然突出.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

始终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特别是去年总书记再

次亲临辽宁、沈阳考察工作,一路殷殷嘱托、悉心指导、打

气鼓劲,赋予沈阳更高目标、更多机遇、更大使命;省委省

政府长期以来对沈阳寄予重托厚望,支持沈阳按照国家中心

城市的功能定位,为全省作出 “五个示范”,强化对沈阳现

代化都市圈的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成为辽宁振兴、东北

振兴的 “跳高队”,为全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为下一步

财政工作提供了新遵循、新方向、新思路;沈阳正处于蓄势

腾飞的新时期,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财政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优.

为此,我们将既正视困难,更坚定信心,坚持系统观

念、守正创新,更加善于从经济发展周期的比较分析中进行

前瞻性、系统性思考,更加善于从细微细节变化中洞察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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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新趋势,更加善于有针对、有重点地解决突出问题、牢

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推动财政事业继续向着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加快发展,高质高效完成好市委各项

任务和市人大各项决议.

(一)２０２３年全市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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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部署,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持更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注重

在保稳定前提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积极的财政

政策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突出为全市重点

任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和重大项目提供保障,突出为加

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全省作出 “五个示范”提供保障,

突出为引领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提供保障,突出

为推进产业、城市、社会发展与转型提供保障,奋力推动沈

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

(二)２０２３年财政收支政策和重点支持方向

２０２３年,财政工作将牢牢把握 “三大原则”:牢固树立

—８２—



大局意识,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程中的基石作用;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努力做到

城乡财政 “一盘棋”、资金来源 “一盘棋”、资金使用 “一盘

棋”;牢固树立绩效观念,坚持绩效优先,进一步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收入预算方面,继续推动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等因素

影响,按照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科学合理原则,２０２３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５６５亿元,增长６％,其中税

收收入６１４亿元,增长１６％,占比８１２％.同时,积极拓

展资金来源,有效促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增长,大力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及新增债券支持,引

导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更多投入,合力推动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支出预算方面,紧紧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沈阳现代

化都市圈、为全省作出 “五个示范”、推动产业、城市、社

会发展与转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统

筹发展和安全等领域,支持重点任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

和重大项目推进,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重点、保

障底线原则,２０２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９７２２亿

元,增长３６％.

２０２３年财政重点支持方向为:

１聚焦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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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一枢纽、四中心”建设.支持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

新突破,推动城市能级实现新跃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

强,科技创新实现重点突破,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推动建设国家现代综合枢纽.支持更高质量开展城市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地铁线路、四环快速路提升及周边道

路、动静态交通融合提升 (停车场建设)等项目建设.支持

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强临空经济区、综保区、自贸区、中德

园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拓宽 “空陆海网”开放通道,推进机

场二跑道及枢纽工程、沈飞局部搬迁、东塔机场迁建、中欧

班列 (沈阳)集结中心运营、盛大门综合运营等项目实施.

以支持外贸企业高水平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国

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以打造中街等核心商圈、引进品牌首店

等,推动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支持办好大型会

展活动,促进提升城市形象;以支持引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地

区性总部或分支机构,大力培育总部经济.

推动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中心.支持围绕改造升级 “老字

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培育壮大 “新字号”,推动 “５＋

３＋７＋５”产业补链延链强链,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鼓

励企业走创新路、吃技术饭,不断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推

动中关村科技创新基地产业项目建设,对国家认定的制造业

企业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给予财政补助支持,培育

企业 “小升规”“规升巨”,向 “专精特新”发展.营造传统

企业转型成长的良好氛围,鼓励开展 “上云用数赋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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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促进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加快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辽宁辽河实验室、辽

宁材料实验室、超大型深部工程灾害物理模拟试验装置等项

目建设.支持构建 “一城一园三区多组团”创新格局,推动

加快浑南科技城、航空动力产业园以及 “１２＋２４”头部企业

配套和特色工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科技经费体制改革,

引导带动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健全创新

主体梯次培育体系,引育高层次、高技能创新人才,推动科

技创新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推动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支持提升金融业集聚辐射水

平,促进金融发展环境持续优化,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及引进

私募股权投资,吸引国内外金融企业在沈设立机构.继续推

动构建 “２＋３＋N”多层次投资基金体系,引导城市更新及

发展基金多渠道扩展项目资金来源,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引导沈阳投资基金聚焦产业链细分领域及关键链条,力

争实现２０条产业链全覆盖;引导天使基金 “投早、投小、

投科技”,为我市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服

务支持.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财政贴息等方式,扩展 “系

列集合贷”服务功能,扩大 “政采贷”业务规模,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

力度.

推动建设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支持深入宣传阐释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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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打造 “历史名城” “英雄城

市”,保障盛京古城、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等历史文化项目保护修缮资金需求.支持文化产业融

合发展,强化文化对产业赋能作用,促进国有文艺院团良性

发展.推动做优做强重点文化企业,培育壮大文化空间载

体,创新发展文化重点行业.支持举办全民读书季、交响音

乐节、感动沈阳等大型活动,鼓励打造特色文化惠民系列活

动和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推动建设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支持高标准实施沈阳现代

化都市圈发展规划,推进规划共绘、交通共联、产业共链、

平台共享、生态共保、文旅共建、社会共治,推动建立完善

总体规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协同的 “１＋１＋N”规划体

系.加快推进沈白客专、沈丹铁路外迁等项目建设,推动五

环项目、沈抚城际铁路加紧谋划.推进科技、医疗、教育、

体育等领域平台共享.

２聚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支持为全省作出 “五

个示范”.支持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在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

新局面中走在前列、当好表率,真正成为辽宁振兴、东北振

兴的 “跳高队”.

支持在改造升级 “老字号”上为全省作出示范.推动５
个产业链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支持宝

马、机床集团、东软健康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汽车

及零部件等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支持

—２３—



解决国有企业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职工安置等历史遗留

问题.

支持在培育壮大 “新字号”上为全省作出示范.推动７
个产业链向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支持中航发燃气

轮机等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推进新能源汽车、航空装备、

人工智能等领域在产业基础、核心技术、补链强链、创新发

展等方面实现突破.支持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辽宁分院、

星火链网等重大项目建设以及新兴产业发展.

支持在引育壮大新动能上为全省作出示范.支持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推动市属高校经费管理改革,赋予高校更大的

经费管理自主权,放开学费收入管理,由学校统筹用于科技

研发、人才引育、软硬环境提升等.支持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落实 “兴沈英才计划”,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

深度融合,鼓励面向海外人才、青年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开

展高精尖优才集聚、技术攻关 “揭榜挂帅”等招才引智行

动.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格

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提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和头部企业本地配套率、科技创新成果本地产业化率、

科技型企业增长率.

支持在绿色低碳发展上为全省作出示范.支持完善绿色

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推动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发展绿色低碳

产业,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支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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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推动构建 “一屏

一带、两山七水多廊”生态空间.持续推进清洁取暖和散煤

替代,鼓励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接续更新新能源与清洁

能源公交车.

支持在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上为全省作出示范.

促进以健全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打造全

国领先的数字政府,继续推进 “一码通城、一网统管、一网

通办、一网协同”系统建设,推动 “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便民

热线进社区网格.保障数字化政府建设和运行维护资金需

求,助推 “好政策”“好就医”“好停车”“好游玩”等便民

场景应用扩展.

３聚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协同

推动产业、城市、社会发展与转型.扎实推动思想再解放、

改革再深化、发展再提升,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强化对产业、城市、社会发展与转型的支持力度.

推动产业发展与转型.支持 “制造为基、企业为本、创

新驱动、数字赋能、融通共进”,加速推动由 “工业大市”

向 “智造强市”跨越蜕变.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支持传统产业、科技产业、数字产业、新兴产业

齐头并进,推动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

格局,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支持发展电子商务,推动

传统商业街区改造提升,鼓励服务企业和流通企业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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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发展与转型.推动社会民生保障、产业经济振

兴、人文魅力彰显、绿色生态优化、韧性智慧支撑城市更新

“五大行动”取得新进展.围绕３５个核心发展板块,推动谋

划首批２３个城市更新片区核心板块建设,推进启动１２个片

区规划设计,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推动做

好 “五工程一管理”,支持老旧小区、老旧管网、背街小巷

等项目改造提质,接续实施 “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园美

城”工程.

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继续做好资产评估机构备案、非

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政府采购便企利企举措,支持营造

“办事方便”政务环境;及时兑付政府工程款项,保护企业

合法权益,支持营造 “法治良好”市场环境;认真落实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加大涉企降本减负力度,支持营造 “成本竞

争力强”要素环境;推动优化实化拴心留人的系列政策,支

持营造 “生态宜居”创新发展环境.支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

体系,深入践行 “两邻”理念,推动 “四零”社区创建,促

进政策、人才、资金向基层倾斜.

４聚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支持做实民生 “五大工

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

支付等调节力度,推动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支持做实舒心就业工程.坚持就业优先,支持实施更加

积极的就业政策,打造良好就业环境,推进 “沈阳业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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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延伸到社区.落实社会保险、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人

才就业创业等补贴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鼓励金融机构持续扩大中小微企

业和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规模,协同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个

人发展.

支持做实幸福教育工程.支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

障教师待遇和学校公用经费等,推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支持打造 “安全、乐

学、成长”的良好教育环境,推动校舍安全、智慧教育等基

础设施提质升级,补齐校园软硬件短板.支持提升 “一老一

幼”两个群体幸福感和归属感,推动巩固 “双减”工作成

果,推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

支持做实健康沈阳工程.认真落实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

举措,支持提高医疗救治和医疗资源贮备能力.接续实施公

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补助政策,推动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一体化管理村卫

生室建设.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放及提标政策

落实.

支持做实品质养老工程.推进养老服务品质化发展,以

多元化、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普

遍性、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足额安排养老保险财政补助,

确保企业和机关事业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支持织牢兜底性

养老服务网,落实高龄老人补助、养老机构补助等政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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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支持引进优质品牌养老机构,进

一步改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供养服务条件.

支持做实平安沈阳工程.支持营造 “政治更安全、社会

更安定、人民更安宁”的发展环境.推动 “智慧城市”一期

工程大数据智能化感知体系建设,提升智能交通管理水平和

公共安全防范预警能力.支持提升社会治安、信访维稳、应

急救援等领域保障能力和水平.

支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做好强农惠农政策资

金保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

台阶.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

贫.按７％比例提取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发展.支持

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推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

业发展及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支持

实施县域经济倍增计划,深化 “１＋１对１”对口帮扶、飞地

经济、中心镇建设等工作.支持开展 “三美”乡村建设

行动.

(三)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按照上述预算安排指导思想、财政收支政策及重点支持

方向,对２０２３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如下:

１一般公共预算草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７５６５亿元,增长６％,其中:税收收入６１４亿元,增长

１６％;非税收入１４２５亿元,下降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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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５６５亿元,加上已确定的

上级补助收入３５０６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２１亿

元、调入资金１３４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３９７亿元,

并扣除上解上级支出２１０４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３９７
亿元后,当年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规模为９７２２亿元.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安排９７２２亿元,其中: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专

项转移支付安排１８６５亿元,财力安排７８５７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０亿元,下降２８４％,

全部为非税收入.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０亿元,加上下级上解

收入４４５１亿元、已确定的上级补助收入３５０６亿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元、调入资金１２１亿元、一般债务

转贷收入１３９７亿元,并扣除上解上级支出２１０４亿元、补

助下级支出３０４４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２８亿元、一般

债务转贷支出１１１７亿元后,当年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规模

为４１３亿元.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４１３亿元,其中: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专

项转移支付安排６６亿元,财力安排３４７亿元.主要科目支

出安排情况为:教育支出２９１亿元、科学技术支出１６６亿

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６８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８３５亿元、卫生健康支出４７４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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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亿元、城乡社区支出２６７亿元、农林水支出１４６亿

元、交通运输支出１１２亿元、住房保障支出１９３亿元、预

备费５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

排２７０８亿元,增长９７５％,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安排２５５
亿元,增长１２７１％.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２７０８亿元,加上已确定

的上级补助收入０９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６亿元、专项债

务转贷收入１３６６亿元、调入资金７１亿元,并扣除上解上

级支出１２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１３６６亿元后,全市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２９３６亿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安

排２４９５亿元.

市本级政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安 排１４０３亿 元,增 长

９７６％,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安排１３５亿元,增长１５４３％.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１４０３亿元,加上已确

定的上级补助收入０９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０９亿元、上年

结余收入１３５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１３６６亿元、调入

资金７１亿元,并扣除上解上级支出１２亿元、补助下级支

出１７７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３０７亿元、专项债务转贷

支出１０５９亿元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１４３８
亿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１２３９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安排２８７亿元,其中:当年利润收入０６亿元、当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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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等收入２３２亿元、清算收入０１亿元、其他国有资

本经营收入等１８亿元、上级补助收入０５亿元、上年结余

收入２５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２８７亿元,

其中: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４６
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１５８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０１亿元、调出资金８２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２４４亿元,其中:

当年利润收入０５亿元、当年产权转让收入２２３亿元、上

级补助收入０５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１１亿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２４４亿元,其中:用于解决国有企

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２１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１４９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支出０１亿元、补助下

级支出０５亿元、调出资金６８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安排４１６２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３７３８
亿元.

以上预算安排具体情况详见 «沈阳市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三、２０２３年财政重点工作

２０２３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具体要求,严格执行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决

议,勇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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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发挥财政稳经济促发展职能作用.努力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增长６％并力争更高增长.保持财政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支出强度,坚决落实好中央、省、市稳住经济系列

政策.牢固树立 “谋争抢拼”意识,继续加强与上级部门沟

通衔接,更加准确、高效地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积极做好新

增债券项目常态化梳理和滚动储备工作,力争新增债券发行

规模超百亿,为我市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资

金支持.

(二)充分发挥财政统筹各类资源积极作用.在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和新增债券支持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金

融资本共同投入我市项目建设,逐步构建市级财力为基本、

上级资金和新增债券为补充、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发力,

各类资源共投共享共赢的支持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格

局,不断增强对全市重点任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和重大

项目的保障能力.拓展 “园区集合贷”覆盖范围,扩大 “政

采贷”业务规模,鼓励金融机构通过降低融资贷款利率、缩

短办理时限、提高贷款授信额度等优惠政策,助力中小微企

业健康发展.

(三)着力提升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坚决落实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决议和决定,认真接受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把常委会关注、人大代表关切的事项更好地体现到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管理改革等工作中.硬化实化预算刚性约

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预算.突出财政体制对各地区均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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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引导作用,密切关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进展动态,探

索优化市对区县 (市)财政管理体制.牢固树立常态化过紧

日子思想,严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和 “三公”经费.全面深

化预算绩效管理,市、区两级基本建成全方位格局、全范围

覆盖、全过程闭环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促进资金使用效益

和财政管理水平同步提高.加强人大、纪检监察、审计、财

政等部门间的协调互动和信息共享,推动审计结果和整改结

果公开,积极做好政府预决算和 “三公”经费公开,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

(四)牢固树立统筹发展和安全意识.督促各区县 (市)

坚持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足额安排 “三

保”预算,不留缺口.继续综合运用好转移支付、资金调

度、动态监控等措施,推动财力下沉,支持各区县 (市)守

住 “三保”支出底线,对财力困难的区县 (市)给予转移支

付支持.压实各级政府债务管理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持续推动各地

区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利用市场化方式置换到期存量债

务,缓释风险压力.

(五)打造高素质专业化财政干部队伍.养成在学懂吃

透中央精神下开展工作习惯,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上来.坚持自我革命,大力弘扬斗争精神,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持续开展 “振兴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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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强化 “拼抢争实”的工作作风.完善干部素质培养、

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和正向激励体系,匹配新时

代财政事业发展要求.

各位代表,奋楫笃行,臻于至善;行而不辍,履践致

远.全市财政工作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依法监督

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在奋力推动新时代沈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

突破,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伟大事业中展现更大担当和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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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３年１月７日印发

(共印７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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