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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中区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 2022 年 1月 7 日在苏州市吴中区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朱筱菁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我区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 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

提出意见。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主要工作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全区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要求，科学统筹财政资源，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持续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全

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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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82917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 100.7%，比上年增长 10.8%，税比为 90.1%。其中：税收收

入完成 187737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3%，比上年增长 10.4%；

非税收入完成 20554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4.7%，比上年增长

14.7%。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3238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5%，比上年增长 12.6%。其中：用于民生改善的城乡公共服务支

出为 163274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5%，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的 80.3%。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1 年区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1526 万元，为调整预

算的108.7%，比上年增长24.3%。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2021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775204 万元，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区本级调整预算为 761821 万元，剔除对乡镇

转移支付加上动用上年结转及上级转移支付调整后的区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年度预算为 690281 万元。执行结果，区本级预计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4532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3.5%，比上年

增长 0.1%。从支出科目分：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63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

增长 7.7%。主要是税收征收经费较上年增加 3993 万元；绩效考核

成果兑现、休假补贴、离退休人员慰问金、增人增资等政策性支

出（以下简称“政策性支出”）较上年增加 3740 万元。剔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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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较上年下降 1.7%。 

国防支出 324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25%。

主要是太湖新城核心区、木渎公园等人防工程进度款较上年增加

595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2716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6.9%。主要是法院审判业务用房工程尾款较上年减少 1036 万元；

司法改革绩效考核奖今年未发放，较上年减少 713 万元；交通安

全隐患整改及交通设施养护经费根据审计结果较上年减少 526 万

元。另“天穹计划”项目经费较上年增加 486万元。 

教育支出 11134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7.9%，比上年下降

8.1%。主要是用于乡镇学校建设的一般债券本年度减少发行，较

上年减少 13000 万元，由乡镇直接列支；苏苑高级中学及旅游中

等专业学校等学校建设工程进度款较上年减少 2741 万元。另新增

拨付教育“三强计划”首年启动资金 2484 万元，党校日常管理费

2320 万元，东吴外师附属越溪中学专项补贴 1000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2431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0.5%，比上年增长

102.2%。主要是新增拨付科技创新载体专项资金 6000 万元；东吴

创新创业引导基金 3600 万元；吴中区领军人才天使创业投资基金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苏州·清华（北京）离岸创新中心建设经费

1100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992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7.1%，

比上年下降 13.5%。主要是上年拨付博物馆建设工程款 8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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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地债余额列支。另宣传文化发展引导资金较上年增加 577

万元；博物馆运行经费较上年增加 639 万元。新增吴中展示中心

项目经费 1468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2994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5.3%，比上

年增长 2.2%。主要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区补助较上年增加 7236

万元；改制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经费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列至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4230 万元；创业引导资金因开业

补贴提标扩围，较上年增加 2032 万元；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补助较

上年增加 1236 万元；退管中心社会化管理服务费较上年增加 1081

万元。另上年拨付职业年金单位缴费清算资金 8813 万元，今年无

该项支出；失业保险基金由于 10 月份起实行市区统筹，相关补助

经费较上年减少 5500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6764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6%，比上年增长

19.5%。主要是公立医院财政保障经费较上年增加 5927 万元；疫

情防控经费较上年增加 3454 万元（上年主要由中央下达的抗疫特

别国债安排）；大病保险财政补助经费因参保人数增加且标准提

高，较上年增加 1226 万元；持独生子女光荣证企业退休人员一次

性奖励经费较上年增加 685 万元。另吴中医院二期项目经费由一

般公共预算转列至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较上年减少 3000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1087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73.2%，比上年下降

64.2%。主要是上年拨付生态涵养区补助资金 14500 万元，今年相

关经费转移支付至乡镇列支；上年拨付中央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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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奖补资金 2311 万元，今年无该项支出；国一、国二高排放车辆

鼓励淘汰补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361 万元。进度不快主要是太

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专项等上

级指标 3981 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城乡社区支出 2596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5%，比上年下降

18.4%。主要是上年拨付职教中心、商务中心租金 8238 万元，今

年转列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另餐厨垃圾清运费、绿化维护

费、生活垃圾分类经费较上年增加 1387 万元；新增代列用于乡镇

垃圾中转站建设的一般债券支出 2000 万元。 

农林水支出 2388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54.9%，比上年下降

33.7%。主要是上年拨付生态涵养区补助资金 7730 万元，今年相

关经费转移支付至乡镇列支；区级水利重点项目及市区二级森林

防火综合指挥中心建设资金根据项目实施进度，较上年减少 2682

万元。进度不快主要是水利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现代农业发展专

项等上级指标 19642 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交通运输支出 3421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8.7%，比上年增长

48.2%。主要是区级交通建设工程款由于新开工金枫立交及星塘街

项目，较上年增加 13080 万元。另道路及航道养护经费较上年减

少 1219 万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17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52.3%，比上

年增长 2721.5%。主要是新增拨付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出资款

2667 万元；区教育产业投资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墙改基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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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返退经费 836 万元；电信、移动公司 5G 基站建设奖补资金

647 万元；东吴创新创业引导基金 600 万元。进度不快主要是中央

基建投资专项等上级指标 5639 万元按规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9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38.3%，比上年

下降 13.5%。主要是拨付夜经济专项经费较上年减少 128 万元。进

度不快主要是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等上级指标2247万元按规

定结转至下年使用。 

金融支出 1522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4.7%。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114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

增长 1.4%，均为援青援藏援疆及对口扶贫协作资金。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12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4.5%，

比上年下降 3.4%。 

住房保障支出 4688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5%，比上年增长

19.9%。主要是离退休人员提租补贴基数调整带来支出同步增加。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61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

下降 13.2%。主要是上年受疫情影响，地储粮经费中原粮储备任务

有所调增，今年无调增任务，较上年减少 408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171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

比上年下降 17.3%。主要是上年拨付生态涵养区补助资金 2270 万

元，今年相关经费转移支付至乡镇列支；消防车辆购置经费较上

年减少 713 万元。另消防大队 2020 年综合考核奖、指战员改革性

和奖励性补贴由于政策因素增加 17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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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付息支出 1086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9.7%，均为政府一般债券利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1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

降 37.6%，均为政府一般债券发行费支出。 

其他支出 54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285.7%。

主要是拨付省级市场监督及技术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1 年区本级可用财力 615868 万元

（含已明确的省市结算补助收入），上年结转 47409 万元，上级专

项补助收入 10918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2100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4998 万元，调入专户资金 29564 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85775 万元，新增地方债券和再融资债券资金

62000 万元，可支配财力为 975803 万元，当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为 645323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50350 万元，转移支付下级

支出 235172 万元，预计结余为 44958 万元，均为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2083903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19.3%，比上年下降 8.7%。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2028681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119.2%，比上年下降 8.6%。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支

出 2158313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3%，比上年下降 13.3%。其中：

土地基金支出 2120821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4%，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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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主要由于土地基金收入减少带来的结返乡镇土地款同比例

减少。 

（二）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1 年区本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806010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16.6%，比上年下降 0.2%。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773181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116.2%，比上年下降 1%。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

过的 2021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828583 万元，区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区本级调整预算为 676895 万

元，剔除对乡镇转移支付加上动用上年结转及上级转移支付调整

后的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度预算为 648081 万元。执行结

果，区本级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641516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

比上年下降 21.7%。其中：土地基金支出 624198 万元，为年度预

算的 99%，比上年下降 20.8%。从支出科目分： 

城乡社区支出 62272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9%，比上年下降

21.1%。从支出类型分：城市建设方面 347749 万元，主要为轨道

交通建设 164158 万元、代列用于乡镇保障房建设等专项债券支出

75000 万元、中环二期市级垫资还款 75000 万元、吴中医院二期项

目经费 15000 万元、京杭大运河堤防加固工程款 4280 万元、高架

投资回报款 2685 万元、路灯电费 2115 万元、香山街道卫生社区

服务中心项目经费 2000 万元、路灯安装及维修经费 1676 万元、

区级公交场站工程经费 1654 万元、编研中心区级负担规划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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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 万元等；债务风险防控方面 149295 万元，主要为隐性债务还

本付息和后续工程款；社会保障方面 48902 万元，主要为被征地

老人保养金；征地和拆迁补偿方面 39000 万元，主要为土地收储

成本支出；节能环保方面 30902 万元，主要为城南污水厂运行管

理经费 17192 万元、污水管网配套设施统一运营费 9467 万元、水

务集团运行管理经费 2505 万元、供水公司管网保养补贴 1550 万

元等；土地出让业务方面 3773万元，主要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

记发证工作经费、资规局专项委托业务费、信息网络维护等业务

费支出；农林水方面 3108万元，主要为渔港避风港建设经费 2000

万元、市级森林防火项目补助资金 533 万元、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333 万元、生态涵养区区级补助资金 100 万元等。 

债务付息支出 1301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24%，均为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

降 48.8%，均为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费支出。 

其他支出 5681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5%，比上年下降 39.7%。

主要是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较上年减少 2506 万元，代列乡镇用

于敬老院迁建及幼儿园建设的专项债券支出较上年减少 1000 万

元。 

2．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1 年区本级可用财力 806010 万

元，上年结转结余 68864 万元，上级专项补助收入 54783 万元，



 

 — 10 — 

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96000 万元，可支配财力为 1025657 万元，当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641516 万元，转移支付下级支出

91681 万元（主要为对乡镇的社保、农林水等转移支付），债务还

本支出 115220 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21000 万元，预计结余

为 156240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6565 万元，净结余 149675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区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9230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3.1%，比上年增长 38%，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完

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72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上

年增长 244.5%，均为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21 年区本级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117 万元，为调

整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111.2%，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

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119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比

上年增长 167.4%，均为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规定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 4998 万元，当年度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区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99527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12.3%。其中：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2431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9%；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004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6.9%；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155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08.7%；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3421 万元，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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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预算的 102.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0191 万元，

为调整预算的 95.4%。 

2021 年全区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07332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9.6%。其中：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2060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86.6%；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834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7%；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171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209.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609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50588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101.2%。 

当年度收支结余-7805 万元（失业保险基金自 10 月份起实行

市区统筹），滚存结余为 27900 万元。 

五、债务情况 

（一）全区债务情况 

2021年苏州市下达吴中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571362

万元。2020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474227 万元，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62000 万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32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30000 万元），偿还债务 55970 万元，2021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480257 万元。 

2021年苏州市下达吴中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632300

万元。2020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469934 万元，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96000 万元（均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

还债务 120716 万元，2021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4452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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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本级债务情况 

2021年苏州市下达区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386262

万元。2020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303645 万元，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62000 万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32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30000 万元），偿还债务 50350 万元，2021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315295 万元。 

2021年苏州市下达区本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532995

万元。2020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385200 万元，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96000 万元（均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

还债务 115220 万元，2021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365980 万元。 

六、主要财税工作 

今年以来，全区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产业强区、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立足职能主动服务大局，

聚焦重点深化财政改革，为我区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

坚实的财政保障。 

（一）围绕财政主责主业，实现财政收支平稳运行 

密切关注苏州市及周边板块收入目标定位，及时科学调整收

入组织预案。强化税收协调机制，合理组织收入入库，提升收入

组织灵活性，确保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提高财税征管能力，围绕

小微企业缓交、加快留底退税、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

把握政策兑现节奏，缓解增收压力。坚持厉行节约，调整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压缩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合理压缩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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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真正将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创新建立上级

指标分类管理机制，按旬研究上级指标处理方案；优先动用上级

转移支付，有效增加区级资金供给。加强库款运行态势的预判，

细化月度间资金平衡测算，统筹协调大额支出保障，切实增强财

政应对“紧平衡”能力。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贯彻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依托企业联系点开展减税降费

等相关政策宣传，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需求，及时对上

反映企业诉求。加强产业政策和资金供给，调整优化工业、科技、

金融等产业政策，深入推进产业强区，培育壮大“3+3+3”现代产

业集群，提升吴中产业集聚度。加强财政金融支持，继续发挥“东

吴贷”“增信基金”“知识贷”“转贷基金”等信贷产品作用，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区内成长型、科技型和人才型中

小微企业提供增信。全面排摸、梳理分析全区国有资产情况，充

分挖掘可申报项目，为推进REITs 基金试点落地夯实基础。 

（三）注重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支持保障改善民生 

加快“教育吴中”品牌建设，贯彻落实教育“三强计划”，支

持全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出台《吴中区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规范吴中区民办教育管理。支持开展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出台《吴中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落实养老护理人才奖补政策。继续推行全省首个区域性重大疾病

保险政策，重大疾病救助政策保障范围覆盖低保、低保边缘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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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家庭所有成员，保障病种扩大到 60 种。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

经费保障，落实疫苗接种专项经费 1.5 亿元。支持太湖生态岛建设，

拟定《苏州太湖生态岛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支持范围

和申报程序，调整资金补助标准和资金结算方式。积极对上争取，

做好各类资金统筹，累计拨付金庭镇各类财政资金共计 10.35 亿

元。制定环太湖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财政补贴政策体系，

推动项目市场化运作，积极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落实水环境区域

补偿、空气质量考核等区级环境补偿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调控落

实绿色发展责任。 

（四）紧扣质量效益提升，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根据“三区三片”综合改革实施意见调整优化财政结算体制，

合理划分区镇两级财政分配关系，积极构建财权和事权相统一、

政府治理能力和财力相匹配的财政结算体制。深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全面完成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上线罚没系统

二维码收缴功能，实现“小微”移动执法 APP 收缴罚款功能，进

一步便民利民。深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制定出台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绩效管理成果应用办法、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等配

套制度文件，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完成区教育局和水务

局两个部门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实现绩效目标与公共服务、部门

发展的有机融合。2021 年将所有区级专项资金和 300 万元（含）

以上的预算项目共计 204 个项目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资

金 44.64 亿元，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四本预算全覆盖。出台《吴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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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吴中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

房屋出租管理办法》，健全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出租管理

机制。优化资产管理系统，实施自动对账监控，实现资产处置、

出租线上“全流程”规范化闭环管理。 

（五）聚焦重点强化监管，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继续实行投融资规模控制计划管理，以项目为切入点，优先

保障基础民生、创新产业等，严控债务规模。持续推进高成本债

务“削峰”工作，通过提前偿还、补充协议等方式，实现成本压

降。强化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以债务管理信息化平台为依托，

全面、动态监测债务运行情况。强化预算执行监控，严格落实财

政预算支出执行进度考核通报制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继

续调整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体系，增加网上定点电商政府

采购、公务用车等预警设置，提升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效力。按照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原则，推动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融合，

形成监管合力。制定我区财政监督结果跟踪落实和综合运用管理

办法，建立检查结果运用及反馈机制，推动监督成果有效运用。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发展中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受疫情形势反复、能耗双控政策、减税降

费政策延续等因素影响，财政增收压力较大，且刚性支出只增不

减，财政“紧平衡”形势日益突出；二是我区债务规模较大、风

险等级较高，且债务管控要求日趋严格，债务管理压力日益增大；

三是对标高质量发展、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以及各项涉财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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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绩效管理实效、财政监管实效仍有待加强。对此，我们将

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22 年预算草案 

2022 年吴中区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

“天堂苏州·最美吴中”发展愿景，坚持“产业强区、创新引领”

发展战略，加强财税统筹，提升保障发展能力；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强化债务风险管控，提升债务管理水平；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提升财政管理绩效，为吴中全力争当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先行军排头兵提供财政支撑和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草案 

（一）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草案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500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8%，税比为 91%。其中：税收收入 20475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9.1%；

非税收入 202500 万元，比上年下降 1.5%。2022 年安排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05513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9%。其中用于民生改

善的城乡公共服务支出 162844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 79.2%。 

（二）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草案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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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5800 万元，比上年下降

3.8%，集中镇（区）财力 507794 万元，区本级可用财力 653594

万元，加上新增政府一般债券 37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资金 33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结余调入 163000 万元，乡镇义务教育学校支出

财力专项结算扣回 269313 万元，预计区本级可支配财力 1155907

万元，用于安排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1925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46.9%。从支出科目分：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0344 万元，比上年下降 3.1%。主要为除

教育、卫生、文化和公检法等部门以外的区级机关运行经费。 

国防支出 6104 万元，比上年增长 85.3%。主要为太湖新城、

木渎公园、甪直叶圣陶小学等人防工程建设经费 5400 万元（比上

年增加 2900 万元），民兵训练经费 145 万元，人防指挥和宣传等

管理经费 120万元等。 

公共安全支出 310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4.3%。主要为“天穹

计划”和天眼系统项目经费 9574 万元（比上年增加 3240 万元），

警辅人员经费 3518 万元（比上年减少 347 万元），公安局装备补

助经费 105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60 万元），一馆两中心、交警大

队和公安分局新大楼日常管理费 1047 万元（比上年减少 698 万

元），公检法办案经费 1041 万元，法院新建审判业务用房工程款

600 万元等。 

教育支出 28969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3.5%。主要为学校绩效

管理考核相关经费 45727 万元（因上收涉改学校比上年增加 3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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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代列用于乡镇学校建设的一般债券支出 20000 万元，中国

中医科学院等学校建设工程经费 130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9000 万

元），教育“三强计划”3182 万元（比上年增加 408 万元），党校

日常管理费 1915 万元（比上年减少 405 万元），学校运行相关经

费 1705 万元（比上年增加 654 万元），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1685

万元（比上年增加 945 万元），用于干部教育培训的人才开发资金

1300 万元（共安排 11300 万元），技师学院专项租赁费 1087 万元，

校舍安全工程经费 1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600 万元），中职免学

费经费 909 万元，学生食堂专项补助 720 万元等。新增涉改学校

人员及公用经费 113167 万元，涉改学校专用设备购置等日常项目

支出 40611万元，年金制教师企业年金 2936 万元。另有教育局及

区属学校人员经费中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体检

费、医疗费等 26742 万元，根据省一体化系统要求，由本科目转

列至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卫生健康等科目；2021 年安排

苏苑中学异地新建经费 20000 万元，2022 年无该项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48166 万元，比上年下降 22.6%。主要为科技经

费 25000 万元，人才开发资金 10000 万元（共安排 11300 万元），

智慧吴中 7000 万元，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3500 万元等。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2518 万元，比上年增长 0.6%。主

要为东吴文化 PPP 项目财政补贴 17324 万元，文化体育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 40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686 万元），公共文化中心物业

管理和服务外包经费、日常管理费 2857 万元，吴中展示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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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2350 万元（比上年增加 850 万元），博物馆运行经费 2212 万

元，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 1500 万元，保利剧院营运补贴 1370

万元，博物馆建设工程经费 1000 万元（2021 年动用地债余额安

排），公共文化服务资金 646 万元，青少年活动中心租赁费 540 万

元，古村落、古建筑保护资金 412 万元等。新增环太湖 1 号公路

项目 100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4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8.1%。主要

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区补助 18000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金财政补助 17210 万元，就业补助资金 10000 万元，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 6600 万元，改制事业单位人员经费 6378 万元（比

上年增加 987 万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6000 万元

（比上年增加 4600 万元），退役军人优抚、安置、慰问等经费 5560

万元，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补助 3140 万元，残疾人康复经费 1185

万元，离休人员医疗统筹基金 848 万元，抚恤金 750 万元等。新

增涉改学校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 21206 万元，民生综合服务中心

功能提升项目 700 万元。另有教育局及区属学校人员经费中的养

老保险、职业年金 5803 万元转列至本科目。 

卫生健康支出 74257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3%。主要为公立医

院财政保障经费 10424 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金区级补助 7035

万元，大病保险补助 5575 万元，基本公共卫生和重大公共卫生经

费 4553 万元（比上年增加 878 万元），计生退休一次性奖励经费

36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783 万元），疫情防控经费 3000 万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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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设备购置经费 2000 万元，计生家庭补助经费 1900 万元，城乡

医疗救助基金区级补助 1500 万元，科教兴卫经费 681万元。新增

涉改学校体检费、医疗补助 12318 万元，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

1000 万元。另有教育局及区属学校人员经费中的体检费、医疗补

助 3378 万元转列至本科目。 

节能环保支出 11787 万元，比上年增长 0.9%。主要为太湖水

环境综合管理经费 5000 万元，污染防治专项经费 1000 万元，生

态环境局监测检测费 750 万元，区级水环境区域补偿资金 747 万

元，环保专业技术服务经费 600万元等。 

城乡社区支出 52323 万元，比上年增长 75.2%。主要为绿化维

护费 35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900 万元），资规局建设及市政工程

规划技术指标复核经费 1618 万元，基础设施尾款 1500 万元（比

上年减少 1500 万元），生活垃圾分类经费 1388 万元，建设工程质

检中心外聘人员经费 1131 万元，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专项资金 1000

万元，住建局专家审图费 877 万元，城市管理局业务委托费 742

万元，城管执法队编外人员保障经费 606 万元，杂船整治经费 528

万元，市容市政考核奖补资金 500 万元等。新增市政一体化管养

等中心城区建管支出 15517 万元，独墅湖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示范

区建设经费 10000 万元，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经费 920 万元（共安

排 1755 万元），天然气进村入户工程项目 540万元。另 2021 年代

列用于乡镇道路和垃圾中转站建设的一般债券支出 3000 万元，

2022 年无该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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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水支出 47907 万元，比上年增长 65.8%。主要为区级水利

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4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2957 万元），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3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660 万元），农业农村产业振

兴专项扶持资金 2300 万元，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巩固提升资金

20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00 万元），农药集中配送财政补贴 1300

万元，对口支援费用 1060 万元，生猪稳产保供经费 810 万元，山

林防火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800 万元，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项目经费 567 万元，耕地轮作休耕经费 560 万元，堤闸所运

行经费 555 万元，水务局专项委托业务费 546 万元，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续资源保护经费 500万元等。另有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15000

万元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至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新增闸站运行

管护等中心城区支出 733 万元，区级以上河道管护经费 419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6303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8%。主要为区级交

通工程建设经费 20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00 万元），公路工程

项目经费 18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6683 万元），道路及航道养护

经费 441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67 万元），农路大中修 2500 万元

（比上年减少 1600 万元），太湖大桥及渔洋山隧道管养费 1105 万

元等。新增道路一体化管养等建管支出 10927 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6526 万元，比上年下降 0.1%。主

要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20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5000

万元），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出资款 2667 万元，金融业发展

专项资金 2400 万元（共安排 3500 万元），墙改基金预收款返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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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850 万元，综合表彰大会专项奖励资金 4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4393 万元）等。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425 万元，比上年下降 9.2%。主要为商务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3500 万元（比上年减少 500 万元），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2000万元，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500万元。

东山宾馆专项补助 425万元等。 

金融支出 1514 万元，比上年下降 2.9%。主要为金融业发展专

项资金安排的政府投资基金出资和金融企业考评奖励经费1100万

元等。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16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3.4%。均为援青

援藏援疆及对口扶贫协作资金。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94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7.7%。主

要为资规局长聘人员经费 514 万元，气象公益服务和日常管理费

299 万元，方元测绘队专项委托业务费 260 万元，不动产登记分中

心人事代理经费 209 万元，气象局专项委托业务费 206 万元，防

雷安全监管经费 157 万元等。新增全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

2500 万元，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经费 343 万元（共安排 1755 万元），

气象局系统建设工程款 268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14137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5.6%。均为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新增涉改学校住房补贴65709万元。另有教

育局及区属学校人员经费中的住房补贴17561万元转列至本科目。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445 万元，比上年增长 29.2%。主要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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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粮费用 3225 万元（比上年增加 725 万元），猪肉储备经费 160

万元等。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408 万元，比上年下降 10.5%。主

要为消防大队综合考评奖、改革性补贴及辅助人员工资福利经费

1642 万元（比上年减少 777 万元），消防日常经费及设备购置费

1579 万元（比上年增加 299 万元），消防车辆购置经费 1082 万元

（比上年增加 954万元），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797万元（比上年减

少 103 万元），应急指挥专项经费 206 万元等。另有 2021 年安排

应急局安全生产考核经费 220 万元，2022 年无该项支出。 

预备费 100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债务付息支出 114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9%，均为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30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均为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其他支出 150万元。均为公务出国（境）经费。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2022 年区本级分成财力为 653594

万元，加上 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37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资

金 33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 163000 万元，乡镇义务教育学校

支出财力专项结算扣回 269313 万元，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1925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6435 万元，预计收支结余 222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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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2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215145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2%。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2112057 万元，比上年增长 4.1%。安

排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199607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9%。其中：

土地基金支出 19707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1%。 

（二）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1．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2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1066076 万元，比上年增

长 32.3%。其中：土地基金收入 1038276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400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

入4600万元，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800万元。 

2022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92213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2%。其中：土地基金支出 908395 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13741 万元。从支出科目分： 

城乡社区支出 9039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2%。从支出类型

分：城市建设方面 498658 万元，主要为轨道交通建设经费 31142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7262 万元）、代列用于乡镇幼儿园建设等的

专项债券支出 133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54000 万元）、吴中医院

二期项目经费 20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5000 万元）、乡镇学校建

设经费 20000 万元、京杭大运河堤防加固工程款 3100 万元（比上

年减少 1180 万元）、路灯电费 2100 万元、编研中心区级负担规划

经费 2000 万元、路灯安装及维护经费 1800 万元、中环和东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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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投资回报款 1692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46 万元）、区级公交场站

工程款 1067 万元、美丽城镇奖补资金 1000 万元、城镇老旧建筑

整治解危专项补助资金 1000 万元等；债务风险防控方面 256691

万元，主要为隐性债务还本付息及后续工程款 226691 万元（比上

年增加 107396 万元）、政府性债务风险准备金 30000 万元；征地

和拆迁补偿方面 30000 万元，主要为土地收储成本支出（比上年

减少 9000 万元）；社会保障方面 51220 万元，主要为被征地老人

保养金（比上年增加 2122 万元）；节能环保方面 32932 万元，主

要为城南污水厂运营费 17113 万元、污水管网配套设施统一运营

费 7500 万元、城区污水公司污水处理费 1862 万元、供水公司管

网保养补贴 1680 万元、度假区自来水区域供水补助 1000 万元等；

农林水方面 30343万元，主要为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5000 万元（共

安排 20000 万元）、生态岛（生态涵养区）区级补助资金 10000 万

元、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8086 万元、农村环境长效管理经费 2950

万元、渔港避风港建设经费 2000 万元、高标准池塘建设经费 1000

万元、绿色通道经费 982 万元等；土地出让业务方面 4144万元，

主要为自然资源确权调查登记、用地上市公告、土地储备推介等

经费。 

债务付息支出 137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2%，均为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60万元，比上年增长 45.5%，均为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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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4288 万元，主要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2100 万元、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 700 万元、福彩销售业务费 460

万元等由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2．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2022 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可用财力为 1066076 万元，加上

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56000 万元，可支配财力为 1222076

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22136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13230

万元，预计收支结余 286710 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 163000

万元，结余 12371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2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9387 万元，比上年下降

51.2%，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安排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9362 万元，比上年下降 38.1%，均为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2022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5139 万元，比上年下降

63.6%，均为利润收入（集中部分）。安排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5119 万元，比上年下降 43.9%，均为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办

公用房的租金支出，预计当年度结余 20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2 年全区社保基金收入预算为 168214 万元，比上年同口径

下降 4%。按险种分，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20663 万元，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0716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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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 73411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3424 万元。

按收入来源分，保险费收入 70120 万元，利息收入 122 万元，财

政补贴收入 93026 万元，转移收入 518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18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239 万元，其他收入 7万元。 

2022 年全区社保基金支出预算为 167479 万元，比上年同口径

增长 1.2%。按险种分，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9219 万元，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222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 7429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53745 万

元。 

预计当年度收支结余 735 万元，滚存结余 28635 万元。 

五、主要财税工作计划 

为顺利实施 2022 年财政预算，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 

（一）坚持科学协调，统筹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围绕“三区三片”综合改革不断调整优化财政结算体制，强

化财政统筹保障能力，提升财政运行质效。全力做好收入组织工

作，加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运行监测分析，多举措加大欠税清理

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合理把握土地上市节奏，提高土地出让金

执行到位率，提升收入主动权和灵活性。加强预算源头控制，严

控一般性和经常性支出规模，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严控新增

暂付款规模，节约财力优先用于支持重点建设和改善民生。加大

资金统筹力度，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优先动用上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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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各项支出。坚持预算执行约束，落实支出进度考核、资金平

衡动态监控等长效管理机制，全力保障少收多支矛盾下的收支平

衡。 

（二）坚持创新引领，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围绕“产业强区、创新引领”发展战略，以太湖生态岛、苏

州独墅湖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示范区、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三个

一号”历史性机遇为引领，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推动完善区

级扶持政策体系，加大财政资金支持“3+3+3”产业集群发展，为

高质量发展打造优质财源。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的积极作用，

整合东吴贷等金融产品资金池，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简化企业

融资流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科技型和人才型中小微企业增

添发展活力。配合做好基础设施信托 REITs 基金试点工作，紧抓

政策窗口期，全力推动我区公募 REITs 基金尽早落地，为重大基

础设施多元化融资拓宽渠道。创新探索吴中区重点产业领域多元

化筹资途径，在支持产业创新、产业集聚方式方法上补短板、强

弱项，引导和带动各类社会资本、国有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三）坚持深化改革，持续增强财政管理效能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全面实施项目绩效和部门整体绩效

目标管理，探索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和其他三本预算绩效自

评价，拓宽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夯实绩效结果应用，到 2022 年底

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全面启

用财政电子票据，推进区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支付、网上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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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群众、企业缴费付款。结合“苏采云”在全省的推广应用，

依托预算一体化系统实现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推进线上合同

信用融资，为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融资便利。创新开展财

政投资评审工作，关注工程造价领域新动态，研究 BIM、装配式

建筑、智慧城市等方向评审做法，探索传统评审与新技术的融合

发展，提升评审工作效率。 

（四）坚持底线思维，切实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加强源头管理，结合债务风险等级、地区财力等，合理制定

规模控制计划数。强化事中监督，将风险提示预警纳入常态化工

作，避免风险持续累积。压实主体责任，做实隐性债务本息预算

安排，减少不必要或无效支出，重点关注高债务率镇（区）债务

处置风险，尽力超额提前化债，实现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双下降”。

依托各类信息平台，强化对债务规模、融资成本等的实时监控。

不断完善考核指标，兼顾总额控制和过程管理，动态调整考核内

容，充分发挥考核导向作用。加大财政监督管理力度，进一步延

伸财政监管链条，聚焦巡视巡察、审计等情况，以区级专项资金

目录清单为依据，科学合理确定检查方向和对象，扩大专项监督

检查范围，推动财政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提升财政监管质

效。 

各位代表，做好 2022 年的财政工作任务繁重、使命光荣。我

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和区

政协的关心支持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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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苏州市吴中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       2022 年 1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