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戴运龙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广东省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

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省财政部门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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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决贯彻落实 “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坚持 “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实施新的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适当支出强度,优

化支出结构,推动政策靠前发力,全力支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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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为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提供坚实财政保障,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总体看,全省和省级

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一)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受经济下行、疫情反复、落实国家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等因素影响,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１３２７９７３亿元,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２％,扣除留抵退税因

素后同口径 (以下简称同口径)增长 ０６％,自然口径下降

５８％.其中,税收收入９２８５２２亿元,同口径下降５４％,自

然口径下降１３９％;非税收入３９９４５２亿元,增长２０３％ (详

见附件二表１).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债务收入、调入资金、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收入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待

决算完成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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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有关数据按四舍五入作了处理,个别数据散总略有差异,具体数据详见预算草案附

件二、三.
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等情况,省级及部分市县按法定程序编制了预算调整

方案,因此,全省预算数按全省各地调整后的预算汇总统计,下同.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８５０９９３

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８５％,增长１６％.加上上解中

央、债务还本、调出资金、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后为总支

出,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３８７３６１亿 元,完 成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９９４％;科 学 技 术 支 出

９８４６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８８％;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３５０１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２％;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２１４９０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２２％;卫生健康支出

２０７５９１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１６２％;节能环保支出

４５７６１亿 元,完 成 汇 总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７９％;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１４０８７２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８３％;农林水支出１０６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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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７１％;交通运输支出７４５５９亿元,

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８３％ (详见附件二表３).个别支出科目

未完成汇总调整预算,主要是受年底疫情影响,部分地市项目形

成实际支出情况不及预期,但不影响已定重点任务落实.

　　２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０６３２５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７％,同口径下降４％,自然口径下降

１３％.收入降幅大于全省,主要是省本级收入以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等主体税种为主,相应受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收影响大于

全省.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９６６９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１２８３７４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８１５７８亿元、调入资金５０２７亿

元、上年结转收入２２５亿元、债务收入９３３９１亿元 (包括:新

增一般债券收入３５５６４亿元、向国际组织借款收入２９７亿元、

再融资一般债券收入５７５３亿元)后,总收入为８６６６１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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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二表６).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一是税收收

入２３６６４５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９％,同口径下降５９％,

自然口径下降１７％;二是非税收入６９６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１２０１％,增长４３％.

　　———支出预算执行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４４９６５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９％,下降６５％,主要是严控本级支

出,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力度.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３０８９１亿元、

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５３１５１５亿元 (包括:返还性支出

６９２３５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３９３５６８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支出６８７１２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７２７１３亿元、债务还本支

出１０７６１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７３６２亿元后,总支出

为８５８２０８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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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预备费２４亿元,实际支出１０亿元,用于支持市县疫情

防控工作,剩余１４亿元全部按规定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２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的具体收支及结转金额在决算完

成后将据实更新报告.

　　 (二)２０２２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１９６１９

亿元,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６９％,下降３８８％,主要是受房地

产市场调整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多 (详见附件

二表２３).加上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转收入、债务

收入等后为总收入,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全省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８５８７２３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４％,下降

１０９％.支出降幅小于收入降幅,主要是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新增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使用,对冲了因收入下降带来的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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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二表２４).加上调出资金、债务还本支出等后为总支

出,具体金额待决算完成后报告.

　　２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０４１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２％,增长１８９％,主要是专项债券项

目上缴用于付息的专项收入增加较多.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３０２９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３７２３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６３１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７４７亿元后,总收入４４７２９２亿

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４３０６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８３７％,主要是珠三角城际铁路项目存量债券调整至市县,相应

冲减本级支出;省本级支出下降３９５％,主要是根据项目年度

资金需求,省本级承贷使用的专项债券规模减少.加上补助下级

支出３８７４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７５１亿元、债务转贷支

出４１６６１７亿元后,总支出４４６５４８亿元.结转７４４亿元 (详

见附件二表２５—２７).

　　 (三)２０２２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１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３３４２５亿元,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１８６％,增长２１％.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０７５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１０１９亿元后,总收入３４５１９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７５５８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

算的１０３１％,增长７８％.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６５１亿元

后,总支出３４０６９亿元.结转４５１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３６、３７).

　　２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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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０％,增长２７６％.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５３０２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２３６５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８９８％,下降１０２％,主

要是部分项目不具备实施条件,据实减少支出.加上对市县转移

支付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２８５２亿元后,总支出

５３０２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３８—４０).

　　 (四)２０２２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９９２３９９亿元,为汇总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５％,增长６％.全省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０４０３５亿元,完成汇总调整预算的９９％,

增长 １１１％.当 年 收 支 结 余 １８８３６４ 亿 元,年 末 滚 存 结 余

２１１７１９１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１—５３).

　　２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５８０９１２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２％,增长８９％.省级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４９４２９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３％,增

长２３９％,主要是加大援企稳岗支持力度、发放一次性留工培

训补贴等带动支出增加.当年收支结余１３１４８３亿元,年末滚存

结余１５５０５５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５—５７).

　　 (五)２０２２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１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２０２２年,我省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２６２５８０７亿元,新增债务限额４６７８亿元,其中新增一般

债务限额３５６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４３２２亿元.全省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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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债务余额执行数２５０８２２８亿元,控制在债务限额以内.一是

按债务形式分,政府债券 ２４９１２８８ 亿元、非 债 券 形 式 债 务

１６９４亿元;二是按偿债来源分,一般债务７３０２２２亿元、专项

债务１７７８００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３、６４、６７).

　　２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情况.全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６００４５７亿元.一是 新增债券 ４７４３６４ 亿 元,包 括 一 般 债 券

３６６６４亿元、专项债券４３７７亿元.新增债券资金着力保障重

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设,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１８４０８６

亿元、交通基础设施１０７３６８亿元、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７６３３

亿元、农林水利５３００１亿元、生态环保２３４５亿元、保障性安

居工程２０５０８亿元、其他领域５１２亿元.二是再融资债券

１２６０９３亿元,包括一般债券５７５３亿元、专项债券６８５６２亿

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５、６９—７１).

　　３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全省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

金１３２７６７亿元,包括一般债券本金６２１６５亿元、专项债券本

金７０６０２亿元.全省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７６９２６亿元,包括

一般债券利息２４２７５亿元、专项债券利息５２６５１亿元 (详见附

件二表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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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全省发行新增一般债券３６６６４亿元,包括:２０２２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内发行

３５２７５亿元 (＝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３５６亿元－财政部带项目下达我省外债转贷限额３２５亿元)、

２０２１年结转２０２２年发行的９亿元、２０２１年结转外债转贷限额调整发行一般债券４８８亿元.

２０２２年,全省发行新增专项债券４３７７亿元,包括:２０２２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发行４３２２
亿元、２０２１年结转２０２２年发行的５５亿元.



　　 (六)２０２２年省级预算调整情况

　　２０２２年,根据财政部年中下达新增债务限额,以及省级财

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省级按法定程序编制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分别提交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四十六次、四十七次

会议审查批准.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支从年初预算的６７４２８２亿元调整为

６７１１８９亿元,主要是受经济下行、疫情反复、落实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等因素影响,同时综合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一般债务限

额后,总收支合计减少３０９３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支从年初预算的１６７７４５亿元调整

为３８３２２亿元,主要是财政部下达新增专项债务限额,以及新

发行专项债券付息及发行费用增加,总收支合计增加２１５４７５亿

元.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支从年初预算的４９５１亿元调整

为５３０２亿元,主要是据实增加省属国企上缴收益,总收支合计

增加３５１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从年初预算的６１０７４６亿元调整

为５７９７７１亿元,主要是落实国家降低企业社保负担相关政策,

减少 ３０９７５ 亿元;支出从 年 初 预 算 的 ３８７６３２ 亿 元 调 整 为

４５２５６２亿元,主要是落实国家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等部署,增加６４９３亿元.

　　目前,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决议均已落实到位,调整预算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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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良好.

　　 (七)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

要求的一揽子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２０２２年,受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收支矛盾加剧,面临多

年少有的困难和挑战.严峻形势面前,全省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国家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稳经

济３３条、１９项接续政策及我省两批２１４项具体举措,主动作

为、应变克难,推动经济总体回稳向好.

　　１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坚持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费.全省

各级财政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资金７１１３９亿元,全面保障疫苗接

种、核酸检测、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疫情防控必要支出,

全力支持提升疫情处置及防控能力,为打赢本土疫情攻坚战、支

援兄弟省市抗击疫情提供坚实支撑.强化财政支持政策减少疫情

对生产生活影响.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交通运输等受疫

情影响较大行业给予针对性支持,帮助市场主体渡难关.阶段性

免除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并允许延期还本,为

受疫情影响的临时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金.

　　２积极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

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做到应出尽出、早出快出.退税

减税缓税降费力度空前.全年退税减税缓税降费达４６５６亿元.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扩围加力提速,上半年即大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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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累计办理留抵退税２４０４亿元,惠及市场主体２１万户.新增

专项债券拉动有效投资作用明显.积极争取新增债券额度４６７８

亿元,其中专项债券４３２２亿元、增长１４９％;出台 “专项债９

条”,推动发行使用提速增效,支出进度稳居全国前列.规范有

序扩大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近八成投向交通、产业园区等补

短板、利长远、带动投资明显的领域;其中,超５００亿元用于重

大项目资本金,有力推动广州白云机场三期、粤东城际铁路、深

中通道、穗莞深城际轨道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稳

岗就业政策提效加力.打好 “降、缓、返、扩、补”组合拳,着

力支持企业减负稳岗扩就业,全省发放制造业小型微利企业社保

缴费补贴、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和扩岗补助超１６８亿元,降低企

业成本超１９２亿元,惠及市场主体３４８万户.多措并举促进消费

复苏.投入２３８８亿元,落实 “促消费９条和１６条”“促进服务

业恢复发展４７条”,省市联动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实施汽车和家

电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等政策.落实居民换购住房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惠及近３万名换房居民.加力提速稳住外贸

基本盘.投入２０５３亿元,落实 “稳外贸１１条和４条”,全力畅

通粤港跨境贸易通道,增加中欧班列发运,支持企业通过包机、

代参展方式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通过

将事后奖补资金改为先预拨后清算方式,推动政策提速兑现.支

持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政府采购精准发力.将

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采购份额由３０％以上提高至４０％以上.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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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金额超２０００亿元,约占全省采购

总规模的七成.融资支持持续增强.新增投入３亿元,综合运用

贴息、降费奖补和代偿补偿等措施,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扩面增

效,撬动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超过３００亿元,为小微企业和 “三

农”主体提供担保业务规模超６００亿元,占比超过７５％.

　　３精准施策保持财政平稳运行.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努力弥

补减收影响.通过科学、实事求是地调整收支安排,采取措施加

大政府资源资产和存量资金盘活,统筹用好中央一次性财力补助,

增加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努力实现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

长１６％,做到政策靠前发力,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如期高质量完

成中央赋予的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任务,实现存量隐性债务全部

化解目标.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把财政资源更好用在刀刃上、

关键处.省级部门带头压降一般性支出,并指导市县严格规范经

费安排.省本级支出下降６５％,行政经费和 “三公”经费支出

“只减不增”.坚持财力下沉,强化基层 “三保”保障,完善常态

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奖补资金等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对财力困难县区的支持只增不

减.“三保”专户管理全面覆盖８６个享受省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县

区,筑牢兜实基层 “三保”底线.进一步扩大惠企利民直达资金

范围,落实好中央直达资金１４１５７７亿元,主动将地方对应安排

资金６９６７５亿元纳入直达机制管理,总规模达到２１１２５２亿元,

增长４８２％,惠及市场主体７４３万户,受益群众１７１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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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２０２２年重点领域支出政策落实情况

　　２０２２年,全省财政部门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及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和审查意见,有力有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

　　１推动支持 “双区”和三大平台建设的财税政策落地落实.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要素流通.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聚焦科技创新人才,大幅降低人才税负成本.

全省跨境拨付财政科研资金超过３７亿元.在港澳发行离岸人民

币地方政府债券７０亿元.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综合运用财政

资金、专项债券、引进社会资本等方式,支持推进珠江肇铁路、

黄茅海跨海通道、广州白云机场三期、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

程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

台财税政策落地见效.横琴合作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平稳落地实施,累计减免企业所得税６５８亿元,减免澳门居

民个人所得税０３１亿元.延续优化前海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迅

速制定出台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目录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实施细则,落实财政部新增单列安排南沙专项债券额度１００亿元,

全年累计安排２３９亿元.下达横琴、南沙专项补助超１００亿元.

　　２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强省建设.推动全省实验室体系优化

提升.投入２６９５亿元,支持国家实验室和省实验室高质量发

展,牵引带动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持续壮大创新实力和战

略性科技力量.支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入１７９６亿元,

实施新一轮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瞄准产业发展 “卡脖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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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支持工业软件、芯片设计与制造等战略专项先期启动项

目.支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投入１０５亿元,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实质运行,提升成果转化平台载体

功能.支持集聚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投入１９７５亿元,深入实

施重大人才工程,引进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

高水平创新团队.支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

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省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激发科研人

员创新活力.探索建立杰青项目 “包干制”试点机制,支持青年

科技人才承担更多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３突出支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支持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投入企业技术改造资金２４７７亿元,推动超

９０００家工业企业开展设备更新与智能化改造.投入奖励资金７４

亿元,推动一批重点制造业项目加快投资建设.支持培优企业与

做强产业相结合.投入１４７６亿元,推动近１万家企业 “小升

规”,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４７家、国家专精特新 “小

巨人”企业４４７家.投入３００８亿元,支持产业共建和大型产业

集聚区建设,推动形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支持产业创

新能力建设.投入８２５亿元,支持建设国家和省级制造业创新

中心,提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实施首台 (套)重大技

术装备研制与推广应用,强化战略性产业集群支撑.投入３７７

亿元,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促进工业和信息化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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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差异化财政政策持续发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新时

代老区苏区振兴发展.落实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老区苏区专项奖

补资金４４０４亿元,增长１５６％.大力支持梅州对接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落实促进少数民族发展专

项资金、民族地区专项补助５６８亿元,着力提升民族地区内生

发展动力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支持生态地区加快绿色发展.落

实生态保护区财政补偿资金８５３２亿元,增长７２％,引导协同

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补齐民

生突出短板、解决促发展关键问题.支持重点平台引领发展.投

入超过２００亿元,支持各类重点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

产业发展,辐射带动全省协调发展.

　　５强化资金统筹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加大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投入涉农资金超３００亿元,八成以上由市县

统筹实施.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

全省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超过３０％.支持巩固提

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投入６６１亿元,增加发放种粮农民直接

补贴,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抓实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支持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投入１２９亿元驻镇帮镇扶村资

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镇村基础

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支持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投入４４７２亿元,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预制菜、农业微生物产业,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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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水平.投入６８５５亿元,聚焦解决农村污水治理、村内道路

建设等短板弱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带动农村人居环境和风貌

提升.投入５６１３亿元,加强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经费保障,推

进农村综合改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管理.支持加

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１１１亿元,稳步推进重大水资源配置

工程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和防洪能力提升

等.

　　６完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推动改善生态环境.支持加大

污染治理力度.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支持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投入１８８７亿元,聚焦流域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水生态保护修复及入海排污口整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

量.投入２０亿元,支持练江青洋山桥、枫江深坑、小东江石碧

等重点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投入１８８５亿元,推进提升生态

环境监测能力,强化重点污染物治理.支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投入４０４７亿元,大力推进南岭山区韩江中上游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开展国土绿化和森林、湿地、海

洋生态系统修复,支持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支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政

府采购等政策,协同发力支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投入２２７亿

元,推动工业、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节能减排、降碳减污.

　　７ 加大投入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

全省民生类支出１２９６８４４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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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七成,实现只增不减.全省投入十件民生实事资金８０５６亿

元,完成预算的１２５５％,其中省级投入２５４７２亿元,完成预

算的１０５６％.支持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投入１８６１亿元,落

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投入６９５５亿元,落实学生资助

政策.投入１８５亿元,专项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教育公平.投入１６９８亿元,支持提升现代

职业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投入７４４５亿元,支

持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推进新一轮 “冲一流、补短板、强特

色”提升计划,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支持健康广东建设.继续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６１０元和８４元,分别提高３０元和５元.

投入４７０８亿元,支持创建六大国际医学中心、２０家高水平医

院,促进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投入１７８亿元,在全

国率先对适龄人群实施 HPV 疫苗免费接种.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投入１０７７５亿元,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稳步提高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 (包括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

等保障水平.投入１０６６亿元,推进 “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

设,增加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控.按４％

的比例调增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省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１０元、达到每人每月１９０元.实行失

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启动个人养老金改革试点.支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投入３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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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优化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出方向,支持扩大保障性

租赁住房供给.支持推进文化强省、体育强省建设.投入５０２２

亿元,支持红色革命遗址修缮和展陈提升,推进国家版本馆广州

分馆、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广东段)、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文化设施建设,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扩大公共文化体

育服务供给.支持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投入５１４亿元,

重点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同时,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

是:财政收支紧平衡态势进一步凸显,亟需加强财源税源建设,

过紧日子的长效机制还需完善;区域间财力依然不平衡,财力困

难地区发展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基础短板较多;一些市县财政收

支矛盾突出,“三保”支出压力加大;部分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

管理不够到位,预算编制还不够精准细化,预算执行的刚性约束

需要进一步增强.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

决,力争年年都有新进步.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草案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

十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极大提振了社会

各方面的信心.全省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聚焦

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在服务中心大局中担当作为,坚持积

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努力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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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２０２３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从财政收入看,我省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随着各

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经济运行有望总体

回升,加之２０２２年集中实施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２０２３年财政

收入将实现一定恢复性增长.但由于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加

之盘活政府资源资产空间缩小,财政增收压力依然较大.从财政

支出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省

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的工作要求,推动我省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列、作出示范,各领域对财政资金需求较大,基本民生和实施制

造业当家、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科技攻关、教育、人

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加强保障.总体看,２０２３年财

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必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科学合理

编制好预算,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突出保障重点,切实保障中央

和省的决策部署落实.

　　 (二)２０２３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２０２３年预算编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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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

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

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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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统筹疫

—０２—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为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

精准、更可持续;落实落细国家减税降费措施,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加强国家和省重

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兜牢基层 “三

保”底线,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强

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保障财政可持续;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切

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完善转移支付体系,进

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全省一盘棋整体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充

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我省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财政贡献.

　　根据上述总体要求,要着重把握以下４个方面:

　　一是突出加力提效.在财政支出强度上加力,加大财政资金统

筹力度,多措并举增加可用财力,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在专项

债投资拉动上加力,积极争取新增债券额度,优化重点投向领域,

持续形成投资拉动力.在推动财力下沉上加力,持续增加省对市县

转移支付,向财力困难地区倾斜.落实国家完善税费优惠政策措施,

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着力助企纾困.更大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坚持有保有压有调整,更好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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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促进消费.加强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

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二是突出更可持续.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格在法定债务

限额内举债,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确保

法定债券不出风险.进一步统筹财力,帮助基层及时解决实际困

难和突发问题,督促市县将 “三保”支出足额纳入预算安排,在

执行中重点保障,筑牢兜实基层 “三保”底线.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

防止过高承诺、过度保障.

　　三是突出厉行节约.把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编制长期坚持的基

本原则,加强一般性支出和 “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控制部门履

职辅助性购买服务和政府采购服务类品目预算,努力降低行政运

行成本.强化预算执行刚性,严肃财经纪律,严禁建设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严禁违规兴建政府性楼堂馆所.

　　四是突出改革创新.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持续深化预算管理

改革,坚持 “先定事项再议经费、先有项目后有预算、先有预算

再有执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编早编细编实预算,切实提高

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三)２０２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根据我省经济形势,预计２０２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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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４３７２亿元,增长５％.一是税收收入１０８１７２８亿元,增长

１６５％;二是非税收入３１２６４４亿元,下降２１７％,主要是上

年盘活政府资源资产等一次性收入抬高基数.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１８６９５０３亿元,增长１％ (详见附件二表９、１０).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支出项目具体情况是:教育支出

３９１８７２亿元,增长１２％;科学技术支出９９６４３亿元,增长

１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５２９２亿元,增长０８％;社

会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２１７０５ 亿 元,增 长 １％;卫 生 健 康 支 出

２０９６６６亿元,增长 １％;节能环保支出 ４６２６４ 亿元,增长

１１％;城乡社区支出 １４２２８１亿元,增长 １％;农林水支出

１０７７７７亿元,增长１１％;交通运输支出７５３０５亿元,增长

１％ (详见附件二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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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省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编制情况.２０２３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３７１亿元,增长１０％.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１９２１７５亿元、下级

上解收入 ７９１８９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调入资金

７７５０１亿元 (包括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４０１亿元、调入资

金３４９１亿元)、财政部提前下达新增一般债券收入２０７亿元后,
总收入为７０６６６４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１１、１２).

—４２—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况是:一是税收

收入２８７１亿元,增长２１３％,其中,增值税１４８６３５亿元,

增长４０％,主要是２０２２年集中实施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企

业所得税７２１７８亿元,增长１５％;土地增值税等３９４２４亿

元,下降１０７％,主要是２０２２年清算收入基数较高;个人所

得税２６８６３亿元,增长１４％.二是非税收入５００亿元,下降

２８２％,主要是上年盘活政府资源资产等一次性收入抬高基数

(详见附件二表１２).

　　———支出预算编制情况.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４８００６

亿元,加上上解中央支出３１６４４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支出５０１４５４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１４１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９０６亿元、预备费２４亿元后,总支出７０６６６４亿元 (详见附件

二表１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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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省本级支出 １４８００６ 亿元,较上年年初预算下降

３７％,主要是按照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压减省级部

门预算一般性支出.安排预算部门行政经费７２８亿元,占省本

级支出的４９％,下降１７％.省级部门预算 “三公”经费４３９

亿元,同比减少０１４亿元,下降３２％,包括:因公出国 (境)

费用０５９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３０６亿元 (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０７８亿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２２８亿元)、公务

接待费０７５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１９).

　　 (２)对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５０１４５４亿元,较上

年年初预算增长６３％,包括:税收返还支出７１４３５亿元,一

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３４９５７２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８０４４７亿

元 (详见附件二表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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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省级预备费２４亿元,与上年年初预算持平,占省本级

支出的１６％,比例符合预算法规定.预备费执行中根据实际用

途分别计入省本级支出和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

　　按照预算法规定,２０２３年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草案经批

准前,提前安排必须支付的部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２６５５５亿

元、对市县转移支付４６２５４亿元、债务还本付息６１７亿元,合

计７３４２６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７７).

　　 (四)２０２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３５２０７

亿元,增长３％,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４７９８３７亿

元,增长２８％.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６７３１亿元,增长

１％ (详见附件二表２８、２９).

　　２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８９９

亿元,增长１１８％.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２６５亿元、财政部提

前下达新增专项债券资金２５４３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７４４亿元

后,总收入２６６３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２２５８亿

元,加上对市县转移支付４０１７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２４８７亿元、

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３２５亿元后,总支出２６６３亿元 (详见附

件二表３０—３２).

　　 (五)２０２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２８０９９亿元,下降１５９％,主要是上年产权转让等一次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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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高基数.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６亿元、上年结转收入４５１亿

元后,总收入２８６２５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５９５２

亿元,加上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１２６７４亿元后,总支出２８６２５

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４１、４２).

　　２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４９５８亿元,下降５２％,主要是预计国有控股公司分配股利、

股息减少.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０７２亿元后,总收入５０３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９１９亿元,增长２３４％,主要

是支持省属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任务,加大资本金注入力度.加

上补助下级０８５亿元、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２０２６亿元后,

总支出５０３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４３—４６).

　　 (六)２０２３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１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１０８２４９９亿 元,增 长 ９１％.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８２５０２１亿元,增长２６％.当年收支结余２５７４７８亿元,年末

滚存结余２３７４６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１—５３).

　　２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６５７１５２亿元,增长１３１％,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６２３１９９亿元、失业保险收入１２３３４亿元、工伤保险收入８８９５

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收入１２７２４亿元.省级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４５３２１４亿元,增长０８％,其中: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４１４１３３亿元、失业保险支出１４６９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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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支出１２１３８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１２２５２亿 元.当 年 收 支 结 余 ２０３９３８ 亿 元,年 末 滚 存 结 余

１７５４４９３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５５—５７).

　　 (七)２０２３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２０２３年新增债务限额３１８９亿元.一是

一般债务２１４亿元,分别为广东地区２０７亿元、深圳市７亿元.

广东地区２０７亿元中,安排省本级６６亿元,转贷市县１４１亿元.

二是专项债务２９７５亿元,分别为广东地区２５４３亿元、深圳市

４３２亿元.广东地区２５４３亿元中,安排省本级５６亿元、转贷市

县２４８７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７２、７３).

　　２０２３年全省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２０５５５３亿元,包

括一般债券本金８９８５３亿元、专项债券本金１１５７亿元;全省安

排地方政府债券利息８３８６２亿元,包括一般债券利息２４２２３亿

元、专项债券利息５９６３９亿元 (详见附件二表６５).

　　 (八)重点政策支出安排情况

　　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

务,对标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和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工作要求

安排各项重点支出,全力支持稳经济、促发展、强信心.

　　１支持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高

水平建设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

　　———支持推进基础设施和机制规则联通.深入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一揽子财政政策,深化粤港澳三地财税制度衔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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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互通、合作平台共建、民生领域合作,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力争在财

税改革方面形成一批示范引领、走在前列的标志性成果.进一步

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继续推动科研资金跨境拨付使用.加强粤

港澳青少年交流合作,支持高质量建设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为港澳青年来粤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创造更好条件.

　　———支持共建高水平合作平台.稳步推进横琴、前海、南沙

各项财税政策落地实施,发挥更大成效.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上升为省管理体制,探索省财政在转移支付、资金往来等方面

与合作区直接联系.健全完善横琴、南沙专项补助政策,用足用

好财政部单列支持南沙的１００亿元新增债券资金,加快推进一批

引领性强、带动性大、成长性好的重大项目落地建设.

　　２支持制造业当家,推动制造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安排

２２４６９亿元,增长８６６％,聚焦 “大产业、大平台、大项目、

大企业、大环境”,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支持引进培育产业项目,拉动工业投资.支持产业项目

引进落地,安排１００６亿元,落实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政策,推

动２０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助力工业投资稳步增长.支持优

质企业梯度培育,安排１５７９亿元,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扶持,

延续实施 “小升规”奖补政策;对经认定的国家级 “专精特新”

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给予奖励,激励企业提升专业化能力

水平.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安排３２亿元,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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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支持打造高水平产业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按照

“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支持粤

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国内外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

移,安排５０亿元,支持完善区域协作联动格局,在粤东粤西粤

北等地区建设产业承接主平台,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加快引进建

设产业项目.安排５５亿元,推动大型产业集聚区扩能升级.

　　———支持扩内需稳外贸,带动产业兴旺.支持外贸高质量发

展,安排２２５２亿元,打好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 “五

外联动”组合拳,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动能,推动货物贸易

稳规模优结构、引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服务贸易成为新增长

点.支持发展内贸促消费,安排３２２亿元,支持消费枢纽建设、

餐饮品牌提升,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加快消费回补和潜力释

放.

　　３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全

面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安排９９２９２亿元,

增长４％,支持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把现代化建设的地基打得更稳更牢.

　　———支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安排１８５４３亿元,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安排１９２９亿元,继续巩固学前教育 “５０８０”成

果,帮助市县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支持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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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１５８８亿元,支持实施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推

动欠发达地区建设高水平中职学校和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升.支

持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安排４４４８亿元,深入实施 “冲一流、补

短板、强特色”计划,推动高等教育提升质量、办出特色.安排

１７１３亿元,专项支持新建本科高校开办、传统优势高校重点学

科提升.支持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安排４０５７亿元,支持提升

教师队伍能力素质,保障教师工资待遇,促进师资区域均衡发

展.

　　———支持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安排科技创新战略专

项资金超１００亿元,支持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完善

基础研究投入长期稳定支持机制.１/３以上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

金投向基础研究,安排３９７３亿元,支持深入实施基础研究十年

“卓粤”计划,推进一批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完善国家实验室、

省实验室支持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支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硬实力.安排３４３４亿元,深入实施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集

中科技资源力量, “一技一策”解决 “卡脖子”问题.支持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安排１６３４亿元,支持提升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服务研发、对接企业、衔接产业的水

平,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健康有序发展,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和龙

头企业实现产学研协同;实施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快

推动国家级高新区地市全覆盖.优化创新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模

式.推动科技信贷提质扩面,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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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提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撑力.

　　———支持增创人才发展新优势.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

平人才高地的重大机遇,坚持引育并举,深入实施人才强省建设

“五大工程”,安排人才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１６亿元,清单式引进、

培育一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

创新团队,带动产业发展 “链式反应”.

　　４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安

排１８３３５８亿元,增长４５％,大力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安

排１１００４８亿元支持实施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

持把县镇村发展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

　　———支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长效机制,安排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３２９亿元,下放市县统筹

实施部分达到２７５亿元.加快构建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稳步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支持抓好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安排７３亿元,支持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着

力在粮食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推进 “粤种强芯”工程,开

展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试点,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支持推动乡

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安排４５９５亿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

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全省主要农产品和地方特色品种基

本实现全覆盖.安排２９９２亿元,支持大力发展海洋牧场和深远

海养殖等,顺应海洋牧场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发展趋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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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安排６１０９亿元,支持加快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持续推进农村厕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乡村建设

重点工作.

　　———支持推进强县促镇带村.支持统筹抓好产业兴县、强县

富民、县城带动,分类引导差异化发展,推动加快建设强富绿美

新县域.安排１２９亿元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安排５９０５亿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经费保障,深入推进

农村综合改革,构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支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完善 “三横六纵

两联”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安排一般公

共预算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安排７１８５亿元,加快广湛、珠肇等

高铁项目建设.安排３１亿元,支持推动 “３＋４＋８”世界级机场

群加快形成.安排１０５７亿元,支持普通国省道改造升级和高速

公路建设,持续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完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体制机制.推进省以

下财政体制改革,维持省与市县收入格局总体稳定,加快推进农

业、水利等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划分改革,优化 “钱随人走”转

移支付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县级财力保障长效

机制,探索省级资金全面直达县 (市),安排均衡性转移支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９６２３１亿元,倾斜支持困难地区兜

牢兜实 “三保”底线.安排专项财力补助６１２７亿元,支持老区

苏区、民族地区、省际边界地区、资源枯竭城市等地区加快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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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５支持以绿美广东为引领,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安排

２５８３６亿元,增长３６％,加力支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努力探索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广东路径.

　　———支持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安排１４６０９亿元,

支持实施绿美广东大行动,其中安排４７亿元聚焦支持林分改造

林相提升、城乡一体绿美提升、绿美自然保护地建设、绿色通道

品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提升以及全民爱绿植绿等六项重点工作

任务,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支持华南

国家植物园、南岭国家公园、国际红树林中心、穿山甲保护研究

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安排３０４１亿元,稳步提高省级以上公益

林效益补偿平均标准至４５元/亩.

　　———支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安排

５１５亿元,大力推进工程减排和污染协同控制.安排２９亿元,

统筹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支持实施国考断面达标攻坚行动,推

进珠江口邻近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安排２５６亿元,加强土壤

污染源头管控和新污染物治理.安排５２１亿元,支持提升环境

监测网络能力提升,强化执法和环境风险应急管理.

　　———支持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安排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

８９９５亿元,增长７６％,支持北部生态发展区绿色发展.支持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安排１８４５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

应用推广,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消费转型升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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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发展项

目纳入政府债券支持范围,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引导带动社

会资本投入绿色低碳发展领域.

　　６支持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蓬勃发展.安排７７０９亿元,可比增长７７％,支持文化强

省 “六大工程”建设,推动 “两个文明”相协调、相促进.

　　———支持加强高品质文化供给.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安

排１４７３亿元,推进区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支持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新增设立文艺精品扶持专

项资金,安排２６７亿元,支持打造高水平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体

系.安排５４７亿元,支持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等文化新地标建设.

　　———支持推进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安排１３亿元,支持

打造重点品牌性文化旅游活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安排

１３亿元,支持主流媒体创新发展、品牌提升.安排０４亿元,

支持４K/８K超高清视频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打造数字文化引领

地.

　　———支持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排２７１亿元,支持创

新实施岭南文化 “双创”工程,促进文化遗产、非遗项目保护传

承.安排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经费１亿元,推动用好红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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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赓续红色血脉.

　　———支持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安排６８亿元,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打造一批省级全民健身精品项目,扎实做好２０２４年

奥运会、杭州亚运会备战工作,积极筹备２０２５年全运会、残运

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７支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

民生.安排１１６７０２亿元,增长５８％,推出更多暖民心、惠民

生的举措,让老百姓的生活步步高、喜洋洋.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突出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安排

１３３２亿元,统筹采取税收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措

施,做好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

就业.用好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的２１９４亿元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专账资金,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

措.优先保障重点就业工程.安排１５８９亿元,高质量推动 “粤

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加快实施 “农村电

商”“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培育”重点工程.

　　———支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险政策兜牢

基本民生.稳步提高养老、失业、工伤待遇.构建分层分类的社

会救助体系,强化困难家庭和个人的兜底民生保障.提高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城乡低保对象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水平

分别从每月６５３元、３００元提高到６７６元、３１１元;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１６倍.集中供养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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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从每人每月１９４９元提高到２０１７元,散居孤儿 (含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从每人每月１３１３元提高到１３５９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从每人

每月１８８元、２５２元提高到１９５元、２６１元.支持加强民生服务

重点工作.安排７３亿元,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医养结

合发展.安排５５６７亿元,支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培训、

优抚对象抚恤和医疗保障等工作.

　　———支持加快健康广东建设.支持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健

全分级分层分流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体系,提高村卫生站医生补

贴标准,加大对农村防疫的支持力度.支持公共卫生服务建设.

安排５５１６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８９元,向居民免费提供健康教育等.安排５６１亿元,免

费实施适龄妇女 “两癌”筛查、出生缺陷筛查和适龄女生接种

HPV疫苗.支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安排

１００８亿元,推进高水平医院建设,创建六大国际医学中心和国

家医学中心,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行动和国家中医药传承创

新工程.安排２７１亿元,加强药品监管和能力建设,全面提升

药品监管效能.

　　———支持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安排１２３６亿元,推进改

造１１００个以上城镇老旧小区.安排７６亿元,支持棚户区改造、

新建筹集公租房、发放公共租赁补贴等.安排１４４５亿元,筹集

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少于２２万套 (间).

—８３—



　　８支持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推动构建新安全格局.

安排３８３１４亿元,可比增长３５％,把安全发展贯穿各领域全

过程,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法治广东.

　　———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安排４１５３亿元,持续

加强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网格化管

理,全面整合基层服务管理资源.安排１１５５８亿元,支持全省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推进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基

层法庭建设.安排６０３亿元,推动我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建立省与市县法律援助经费分担机制.

　　———强化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安排４８７亿元,

开展在册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推进地质灾害综合防

治能力提升.安排４０６亿元,支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攻坚行动,

提前２年完成现有病险水库隐患治理.安排０８亿元,支持全省

自建房和城市燃气管道安全隐患排查.安排５６４亿元,支持加

快推进国家东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省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等重点

项目建设,强化航空应急救援和乡镇消防救援队伍装备,提升全

灾种应急救援能力.

　　———支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安排１３７９亿元,支持 “跨省

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

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基础能力均衡化发展.

　　 (九)支持扎实办好省十件民生实事

　　全面衔接落实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部署的就业、教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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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住房、养老、育儿、交通、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

安等 “民生十大工程”,选取群众 “急难愁盼”的 “身边事”列

入省十件民生实事,全省安排６５００５亿元,其中,省级安排

２７３１７亿元.一是深入实施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 “南粤家

政”三项工程.二是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三是推进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四是大力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五是深入推

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六是加大食品药品

安全监督检测力度.七是开展 “放心消费粤行动”.八是开展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地质灾害隐患治理.九是提高低保、特困人

员、孤儿基本生活和残疾人两项补贴保障水平.十是提高惠企利

民服务便捷度.

　　 (十)２０２３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级部门预算由３７３个一级预算单位组成,与上年

持平.随着年初预算到位率的明显提升,年初预算列入省级部门

预算的支出增加,２０２３年省级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支出１０５０１１

亿元.一 是 按 资 金 来 源 分,包 括: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拨 款 支 出

１０３６８３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１２３亿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拨款支出０９８亿元.二是按支出类型分,包括:基本

支出６２１６３亿元、项目支出４２８４８亿元 (详见附件三).

　　三、完成２０２３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坚持依法理财管财,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法治化规范化

水平.牢固树立预算法治意识,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安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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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好用好各项财政资金.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行经人

大批准的预算,严控预算调剂事项.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

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全面规范预决算信息公

开,提升财政资金管理透明度.

　　 (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保持财政收支平稳运行.积极推

动加强财源建设,兼顾当前和长远,促进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加

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坚持党政机关过紧

日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兜牢 “三保”底

线.加强政府债务管理,进一步推动债券发行使用管理提质增效.

　　 (三)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升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深化

预算管理改革,切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推动预算编制完整科

学、预算执行规范高效、预算监督严格有力、管理手段先进完

备,构建完善综合统筹、规范透明、约束有力、讲求绩效、持续

安全的现代预算制度.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持续推进省与市县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与区域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转

移支付制度体系.

　　四、征询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

　　２０２３年,省财政厅坚持 “开门编预算”,多措并举落实预算

编制意见征询机制.一是积极配合省人大常委会提前介入２０２３

年预算编制和专题审议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提前介入的重大项目

前期工作经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适龄妇女 “两癌”免费筛查

等３个重点项目,均已纳入预算重点保障 (详见附件二表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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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认真研究吸纳省人大常委会对发展内贸促消费、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等３个重点专项的专题审议意

见,并在相关部门预算草案和专项资金预算中予以体现.二是通

过函询、座谈、调研等方式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

县、省直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收到对２０２３年预算

草案和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２８１条,大部分已采纳,其余意见建

议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研究落实.

　　各位代表! 新的一年,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三

届二次全会的工作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

受省人大监督指导,坚定信心、同心同德,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为我省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

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财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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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名 词 解 释

　　１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２０２２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

施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主要包括:对增值税留抵税额实行大规

模退税;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７５％提高

到１００％,完善设备器具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

所得１００万元至３００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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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延续实施部

分个人所得税优惠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器、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等税

收优惠政策.

　　２增值税留抵退税:留抵税额是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应纳

税额时,当期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的部分.税务机关将留抵税

额退还给纳税人的做法,即为增值税留抵退税.

　　３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结余安排的具

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年初预算时

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４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按照预算法和 «国务院关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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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４３号)的规定,经

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自办

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

筹措,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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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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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或专项

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

　　５向国际组织借款: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代表国家统一筹

借,并转贷给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政府,且地方政

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６再融资债券: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可按照财政部规定采取借

新还旧的办法,发行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及存量债务的债券.

　　７预备费:根据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按照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８ “专项债９条”:为促进专项债券资金安全、规范、高效

使用,更好发挥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２０２２年３月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 «广东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范使用与加快支出

使用若干措施» (粤办函 〔２０２２〕３９号),提出做深做细项目储

备、有序做好组织发行、加快资金转贷拨付、规范资金支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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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立支出进度通报预警机制、建立项目闲置资金超期调整机

制、建立地市额度调整收回机制、加强支出使用监督管理、加大

统筹协调力度等９项具体措施.

　　９打好 “降、缓、返、扩、补”组合拳:落实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

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２２〕２３号)等文件出台

的扶持政策,包括: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缓缴社会保险费,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延续执行失

业保险阶段性扩围政策,以及实施制造业小型微利企业社会保险

缴费补贴、发放职工技能培训补贴、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和一次

性扩岗补助.

　　１０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经国务院办公

厅批准,广东省决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启动开展全域无隐性债

务试点.２０２１年底,实现全省存量隐性债务全部化解目标.

２０２２年,顺利完成化债结果核实认定、隐性债务风险隐患清理

整顿等既定工作,并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题报告,如期高质完

成试点任务.

　　１１ “三公”经费:行政 (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用于因公

出国 (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公务接待的经费.

　　１２ “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１３ “三保”专户管理:在县级国库单一账户基础上,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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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专门归集省市县安排的财力性补助和补助个人的基本民生资

金.省级资金直接调拨至县级 “三保”专户,专户开支项目实行

清单式管理,专门用于保障 “三保”支出,严禁挤占挪用.

　　１４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即财政资金直达基层民生的

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疫情影响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２０２１年,中央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这一临时性应

急性举措上升为常态化机制,通过改革调整资金分配格局,更好

发挥财政资金惠企利民作用.

　　１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我省从

２０１８年起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将９部门２６项

省级涉农资金归并设置,从原有 “自上而下”分部门下达资金、

市县再把各部门资金整合为一块的统筹方式,转变为市县 “自下

而上”整块报送其资金需求、省级在预算编制源头环节整合后再

下达市县.

　　１６ 适龄人群实施 HPV 疫苗免费接种:为保障女性健康,

降低我省女性宫颈癌发病率,对具有广东学籍、２０２２年９月起

新进入初中一年级、未接种过人乳头瘤病毒 (HPV)疫苗的女

生,按照知情自愿的原则,提供 HPV疫苗免费接种.

　　１７年初预算到位率:即省级各部门和单位年初预算细化落

实到可执行项目的比例,反映预算编制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

预算批准后的执行效率.按照省政府印发的 «关于深化预算管理

改革切实提高省级年初预算到位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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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函 〔２０２２〕２３６号)要求,推动省级使用和确定项目的资金年

初预算到位率争取提高到９０％.

　　１８ 学前教育 “５０８０”:全省公办幼儿园在园学生比例达到

５０％,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学生比例达到８０％.

　　１９ “钱随人走”转移支付机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挂钩政策的要求,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常住人口挂钩,推动

资金随人口流动,保障外来人口享受与户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

服务,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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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３年１月９日印

—８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