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2022 年
市级财政预算的议案
梅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今年以来，市级严格执行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年初预
算。在预算执行中，由于增加省下达的债券资金和一般性转移支
付补助、上年结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以及相应安排的支
出，造成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
收支变动，按照《预算法》规定需进行预算调整。结合新增收入
情况、资金使用要求和项目的轻重缓急，市政府编制了 2022 年市
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省下达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情况
（一）新增债券资金。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和 2022 年第 1 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
（粤财债
〔2022〕
9 号）
、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第 2 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限额的通知》
（粤财债〔2022〕26 号）以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组织做好新增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工作的通知》
（粤财债〔2022〕20
号）精神，省分别于今年 1 月、4 月下达我市 2022 年新增债券额
度共 92.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4.3 亿元，专项债券 78 亿元。
按照资金使用规定，结合各级项目需求、财力状况以及举债空间
等情况，新增债券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配。一是坚持资金跟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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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走的原则，
一般债券必须从 2022 年省政府同意上报的一般债券
项目清单中安排，
专项债券必须从 2022 年财政部审核通过的项目
清单中安排。二是结合各级申报的项目资金需求、市发改部门提
出的项目安排建议进行研判分配。三是优先安排在建项目和前期
准备工作充分、已履行各项法定审批程序的项目，且围绕“债券
资金发行后 6 个月要支出使用完毕”的要求安排项目。四是结合
各级财力、债务状况等因素，在债务风险预警举债空间内进行分
配。五是进一步压实相关主体责任，细化项目分阶段资金需求计
划，确保债券发行额度与项目实际需求相匹配。六是一般债券优
先安排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项目。
⒈全市新增债券资金分配方案。
全市新增债券资金 92.3 亿元，
安排用于 118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14.3 亿元，安排用于 39
个项目；专项债券 78 亿元，安排用于 79 个项目。按照新增债券
分配原则，提出如下分配方案（详见附表 1）
：
市级 1.67 亿元，安排用于 2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17
亿元（1 项）
；专项债券 1.5 亿元（1 项）
。
梅江区 5.91 亿元，安排用于 11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87
亿元（4 项）
；专项债券 5.04 亿元（7 项）
。
梅县区 15.79 亿元，安排用于 15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2
亿元（6 项）
；专项债券 13.79 亿元（9 项）
。
蕉岭县 11.07 亿元，安排用于 20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3.26
亿元（10 项）
；专项债券 7.81 亿元（10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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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远县 15.56 亿元，安排用于 15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83
亿元（2 项）
；专项债券 14.73 亿元（13 项）
。
兴宁市 17.44 亿元，安排用于 16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1.2
亿元（3 项）
；专项债券 16.24 亿元（13 项）
。
五华县 11.64 亿元，安排用于 14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3.94
亿元（6 项）
；专项债券 7.7 亿元（8 项）
。
丰顺县 6.79 亿元，安排用于 11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56
亿元（2 项）
；专项债券 6.23 亿元（9 项）
。
大埔县 6.43 亿元，安排用于 14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1.47
亿元（5 项）
；专项债券 4.96 亿元（9 项）
。
2.市级新增债券资金分配方案。
市级新增债券资金 1.67 亿元，
安排用于 2 个项目。其中：一般债券 0.17 亿元，安排用于国道
G205 线梅县金盘桥至宪梓中学段改线工程费用；专项债券 1.5 亿
元，安排用于梅州市中医医院中医热病中心项目。
（二）再融资债券资金。省下达我市 2022 年再融资债券额
度 38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3.06 亿元、专项债券 24.94 亿元。
根据再融资债券资金应严格用于偿还对应的 2022 年到期地方政
府债券本金的使用要求，结合各县（市、区）到期债券本金和经
市政府同意上报的 2022 年再融资债券需求情况，
拟定了再融资债
券资金分配方案。其中：市级 6.8 亿元（一般债券 6.17 亿元、专
项债券 0.63 亿元）
，梅江区 7.36 亿元（专项债券 7.36 亿元）
，梅
县区 5.07 亿元（一般债券 2.13 亿元、专项债券 2.94 亿元）
，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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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1.4 亿元（一般债券 0.4 亿元、专项债券 1 亿元）
，平远县 1.68
亿元（一般债券 0.68 亿元、专项债券 1 亿元）
，兴宁市 7.56 亿元
（一般债券 2.66 亿元、专项债券 4.9 亿元）
，五华县 3.93 亿元（一
般债券 0.30 亿元、专项债券 3.63 亿元）
，丰顺县 2.79 亿元（一般
债券 0.39 亿元、专项债券 2.4 亿元）
，大埔县 1.41 亿元（一般债
券 0.33 亿元、专项债券 1.08 亿元）
（详见附表 2）
。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
2022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58.99 亿元调
整为 71.92 亿元，调增 12.93 亿元（详见附表 3、附表 4）
。其中：
1.调增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78 亿元，主要是增加了省下达
的 2021—2022 年调整工资政策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和 2022 年粤
东西北地级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2.调增上解收入 0.05 亿元，为高新区上解税收征收经费。
3.调增上年结余收入 3.15 亿元，主要是增加了省批复我市
2021 年决算核增的卷烟消费税补助、卷烟工业企业所得税返还和
2021 年粤东西北地级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以及 2021 年教
育费附加收入结转等。
4.调增调入资金 1.61 亿元。一是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资金由年初预算的 10.33 亿元调整为 10.67 亿元，增加 0.34
亿元；二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由年初预算
的 0.13 亿元调整为 0.68 亿元，增加 0.55 亿元；其他资金调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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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预算资金由年初预算的 10.57 亿元调整为 11.29 亿元，增加
0.72 亿元。
5.调增债务转贷收入 6.34 亿元，为新增一般债券和再融资一
般债券转贷收入。
（二）支出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收入变动情况，相应调整预算支出。2022 年市级一
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年初预算的 58.99 亿元调整为 71.92 亿元，调
增 12.93 亿元（详见附表 5、附表 6）
，主要支出项目包括：
1.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安排的支出 0.17 亿元；
2.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安排的债务还本支出 6.17 亿元；
3.江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 2.58 亿元；
4.芹洋半岛品牌战略发展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0.78 亿元；
5.东山中学体育场馆建设项目 0.34 亿元；
6.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资金 1.13 亿元；
7.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奖金 0.68 亿元；
8.市级党政机关电子政务内网电子公文系统安全可靠替代工
程项目缺口资金 0.23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
2022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23.97 亿元
调整为 26.10 亿元，调增 2.13 亿元，主要是增加了新增专项债券
收入 1.5 亿元和再融资债券收入 0.63 亿元（详见附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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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收入变动情况，相应调整预算支出。2022 年市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由年初预算的 23.97 亿元调整为 26.10 亿元，
调增 2.13 亿元（详见附表 8）
。其中：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的支
出 1.5 亿元、再融资债券资金安排的债务还本支出 0.63 亿元。
（三）调剂部分项目。
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 0.34 亿元，
由年初预算的 8.90 亿元调整为 8.56 亿元，相应调增调出到一般公
共预算资金 0.34 亿元，由年初预算的 10.32 亿元调整为 10.66 亿
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调整。
2022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 0.15 亿
元调整为 0.78 亿元，调增 0.63 亿元。主要是增加了梅州市居安建
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和梅州市新金叶有限公司上缴的股利（红
利）
收入 0.43 亿元以及梅州市华禹污水处理公司产权转让收入 0.2
亿元（详见附表 9）
。
（二）支出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收入变动情况，相应调整预算支出。2022 年市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由年初预算的 0.15 亿元调整为 0.78 亿元，
调增 0.63 亿元。主要是增加了客都文旅公司注册资本金 0.08 亿元
和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55 亿元（详见附表 10）
。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将 2022 年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附表：
1.梅州市 2022 年新增债券安排项目明细情况
2.梅州市 2022 年再融资债券额度发行规模上限
3.2022 年梅州市市级新增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明细表
4.2022 年梅州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调整后）
5.2022 年梅州市市级新增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明细表
6.2022 年梅州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调整后）
7.2022 年梅州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调整后）
8.2022 年梅州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调整后）
9.2022 年梅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调整后）
10.2022 年梅州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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