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桃 浦 镇 二 十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大 会 文 件 之 二

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第二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桃浦镇财政所

各位代表：

受桃浦镇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关于桃浦镇 2021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

继续推进桃浦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区委、区政府

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镇上下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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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美丽桃浦、美好生活”的

奋斗目标，有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要求，充分发挥财政

支撑与保障作用，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不断优化公共财政体系，

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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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和完善社会

治理，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顺利完成镇十九届人大十次

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年财政经济运行总体良好。

2021 年 1-12 月，预计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153500 万元，同比增

长 16.09%。根据区镇两级财政分配体制，镇财政预结财力 85000 万

元，全年财政支出 85000 万元，为调整后预算的 100%。当年收支平

衡。

(一)2021 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1.主体税种稳步增长

预计完成增值税区级财政收入73772.77万元，同比增长18.81%；

预计完成企业所得税区级财政收入32984.17万元，同比增长6.07%；

预计完成个人所得税区级财政收入14078.48万元，同比增长2.50%。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三大行业预计完成区级财政收

入 96545.94 万元，占全镇区级财政收入 62.90%。

制造业预计完成区级财政收入20781.99万元，同比增长2.13%，

占全镇区级财政收入 13.54%。

批发零售业预计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63358.19 万元，同比增长

18.05%，占全镇区级财政收入 41.28%。

房地产行业预计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12405.76 万元，同比增长

12.18%，占全镇区级财政收入 8.08%。

3.重点企业贡献度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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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 100 家重点骨干企业（以 2020 年税收完成情况排序），预

计共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85783.30 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占全镇区

级财政收入 55.88%。

(二)2021 年财政支出执行情况

2021 年全镇财政支出按照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

求绩效的原则和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增强财政政策

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全力支持

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加

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保障力度，支持和促进桃浦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运行，为“十四五”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1.聚力增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继续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企业纾困力度，着力为各类企业

减轻负担，促进和支持企业发展。发挥中以（上海）创新园“品牌

效应”，吸引更大辐射范围内的技术、资本、产业、人才等要素在

桃浦对接和落地；全力支持桃浦智创城核心区建设，扎实推进阿里

巴巴集团数字农业供应链中心、新金环 88 广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镇领导、基层主要负责人双重服务企业机制，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当好企业成长的“最佳合伙人”和“最暖店小

二”。全年支出 49292.27 万元，用于服务经济 24200 万元，扶持中

小企业、科技企业发展 25092.27 万元。

2.持之以恒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持民生保障持续改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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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改善民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统筹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和质量民生

的关系，聚焦民生“痛点”，补齐短板，确保各项民生保障政策落

实到位。全年各类保障支出 2352.55 万元，主要用于发放征地人员

养老金、高龄养老补贴、就业援助补贴、特困人员补助等。

优化社会事业资源配置。推动桃浦基础教育联合体深化发展，

坚持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理念，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推

动“健康普陀”建设，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推动文体资源下沉，支持各类

文体活动有效开展，着力提升区域文化体育软实力；推动“城市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丰富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资源供给，

提升人民群众的便利度和幸福感。全年支出 1954.31 万元，主要用

于社区教育、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体育苑点建设及维护、社区群众

文化活动开展、片区日常运营等。

深化社区治理创新。完善党建引领“1+3+X”社区治理机制，改

善居民公建配套设施，加强居委会标准化建设，加快社区工作者队

伍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推动“四百”活动制度化常态化，提高社

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全年支出 7707.86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社

区日常运行、居委老年活动室新建改造、党组织服务群众等。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 2020 年区镇财政结算方案，镇级教育、卫

生、征地养老人员社会保障、老年人综合津贴等民生支出 24692.86

万元，由区财政统筹。镇财政在当年度区镇财力清算中，通过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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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予以列支。2021 年上述支出原则上高于上年度，具体需待清算。

3.综合施策提升城区整体品质

完善城区基础设施。加大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推进老

旧住房综合修缮和小区“微更新”，深入开展中小河道和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积极创建标准化河长制街镇，促进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

效，巩固无违建居村创建整治成果，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着力提升

城区功能品质，建设优美宜居城区。全年支出 5201.77 万元，其中，

城市建设管理运行 2657.20 万元，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989.65 万元，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571.15 万元，拆违整治 493.90 万元，河道综合

整治 489.87 万元。

提升城区治理效能。持续巩固疫情防控工作成效，全面加强疫

情防控的主动性、科学性和精准度，扎实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筑牢

疫情防控安全屏障；健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机制，聚

焦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等实事项目，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深化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不断提升城

区治理效能。全年支出 7079.47 万元，其中，环卫保洁 3000 万元，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1799.25 万元，守护城区安全稳定、应急维稳以

及新冠疫情防控支出 1074.06 万元。

推进重点项目实施。聚焦“大党建、小片区”的理念，创新高

品质党建品牌，进一步拓展党建阵地服务功能；提高片区运营管理

水平，推动社区服务、社会治理和区域共建提质增效。全年支出

1156.37 万元，用于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建设 560.28 万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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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事务受理中心和党建服务中心建设 596.09 万元。

4.厉行节约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政府

带头“过紧日子”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

精简公务活动，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节约经费用于保障重点、刚需、紧急项目支出。2021 年“三公”经

费支出 20.62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20.58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

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20.62 万元。

(三) 强基固本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1.强化细化财政基础管理。加强财务核算和报账业务培训，提

升责任意识、财政意识，落实部门主体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

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发挥制度建设在财政资金管理中的基础

性和支撑性作用，规范细化财政资金审核拨付流程，增强财政制度

刚性，提升财政管理绩效。制定《桃浦镇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和指导性目录，按照指导性目录与禁止性事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进一步明确界定购买主体、购买内容，规范镇政府购买服务行为。

2.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积极推进绩效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实

施，围绕预算管理的重点环节，着力打造事前事中事后有机衔接的

预算绩效管理链。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在项

目支出编报绩效目标全覆盖的基础上，同步编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推进项目绩效跟踪，实行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开展项目支出和桃浦镇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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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绩效自评，并按照部门主体责任落实整改措施。推进绩效目标、

绩效评价结果要素、绩效评价报告等信息公开，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透明度。

3.稳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根据全市统一部署，普陀区作为

试点区全面上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桃浦镇同步实施。结合镇实

际情况，采用“1+1+5”模式（即 1 个行政单位，1 个参公单位，5

个事业单位构成），搭建预算管理一体化运行架构，镇机关和镇党

群中心按照业务予以细分并单独设置权限。探索建立项目库管理机

制，将全部预算支出（包括基本支出）以预算项目形式纳入项目库

管理，并同步编制“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政

府采购预算”。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有机整合预算管理各

环节业务，促进制度规范与信息系统建设紧密结合，推动预算全生

命周期管理。

2021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转型发展稳定

任务，全镇上下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紧抓快干，在困

境中求突破，在逆境中求发展，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认识到财政收支运行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是受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疫情零星散发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财

政收入增长动能不足，财政收入的总体规模、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

升；二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发展任务仍然艰巨，支出刚性需

求持续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三是预算一体化管理理念尚

未牢固树立，全面绩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绩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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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约束作用有待持续加强。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坚持问题导向，

真抓实干，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关于 2022 年预算草案

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桃浦转型发展十周年，

意义重大。我镇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聚焦普陀建设“创新发展活力区、美好生活品质区”、桃

浦建设“美丽桃浦、美好生活”发展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自觉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继续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深入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

一体化，有效拓展和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使财政收入质量不断提高，

支出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一)2022 年财政预算安排情况和主要考虑

全年确保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176500 万元，同比增长 15%。预计

实现镇级可支配财力 90000 万元，全年财政支出预安排 9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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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结合镇党委、政府确定的年度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情况，2022 年财政预算支出按照“统

筹、绩效、规范、优化、节约、透明”的原则，将有限财力聚焦重

点，向民生和关键领域倾斜。

(二)2022 年财政预算重点项目预安排

1.民生和社会事业支出预安排 18893.49 万元，占财政支出比重

20.99%。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就业 14483.74 万元，公共安全 1531.43

万元，卫生健康1186.33 万元，节能环保939万元。

2.城市建设和管理支出预安排 19069.35 万元，占财政支出比重

21.19%。主要是环卫保洁服务3500万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2525.08

万元，重点工程专项2000万元，城市建设运行1641万元，小区综合

改造1310万元。

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科学技术等支出预安排40000万元，占财

政支出比重44.44%，主要用于推动镇域经济发展。

此外，财政支出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2022年

全镇“三公”经费预安排41.2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31.20

万元，公务接待费10万元。

三、全面完成 2022 年预算任务

根据桃浦镇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工作的要求，2022 年预算安排

和财政工作的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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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开放创新为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发挥桃

浦智创城国际品牌优势，打响中以（上海）创新园品牌，加强规划

联动，做好周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盘活存量资源，全

力推进科创载体建设和创新主体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抓住上

海经济数字化转型契机，加大对智能制造、数字供应链和生命健康

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力度，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增强

产业集群竞争力。深化企业服务机制，落实“必访必联必稳”的“三

必”工作制度，擦亮“人靠谱（普）、事办妥（陀）”营商环境新

名片，打响“爱桃浦、更靠谱”服务品牌，当好企业“政府合伙人”

和“金牌店小二”，持续提升营商环境吸引力。

(二)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依归，保障民生事业协调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

要求，坚持量入为出、有保有压、可压尽压，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

结构，严格压减非急需非刚性一般性支出，优先保证民生领域重点

支出。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大困难群体托底力度，探索社区为老

养老服务新模式，注重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筑牢基本民生底线。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学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化“医养结合”

健康服务，完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以注

重绿色协调为追求，以提升社区环境和功能为重点，统筹推进老旧

小区住房综合修缮、违建拆除、河道整治，着力提升城区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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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平台为依托，强化系统动态整合和数

据汇集更新，着力构建全镇城市管理精细化体系，全面提升城市治

理能效。

(三)以预算管理一体化为重点，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深化预算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明确各预算单位在预算编制、审

核、执行等环节职责分工，促进业务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衔接，推

动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资产管理、项目管理、会计核算、财务管

理有效联动，协同提升预算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绩

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全流程，健全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

财政评价的科学合理的闭环管理模式，推进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

财政支出调整有机衔接。严格执行《普陀区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普陀区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监理管理办法》，落实财务

监理财政委派制度，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全过程资金监控、财务

管理和投资控制，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各位代表，完成 2022 年预算意义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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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镇人大的监督下，紧紧围绕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继

续深化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凝心聚力，真抓

实干，克难创新，奋力谱写“美丽桃浦、美好生活”新篇章！



附表一：

2021年财政支出预算执行与2022年财政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2021年     
执行情况

2022年      
预算支出

预算项目 
2021年    
执行情况

2022年     
预算支出

201 一般公共服务 7,348.52 8,031.44 其他生活救助      180.00      170.00 

人大事务 73.27 85.00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44.13       63.00 

政府及相关机构事务 5,195.55 5,829.07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 2,258.93 3,641.26

发展与改革事务 50.89 60.00 其中:   镇办企业职工养老 615.59 650.00

统计信息事务 453.05 21.45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509.76 509.76

财政事务 28.32 65.00 210 卫生健康 1,060.47 1,186.33

税收事务 171.60 171.6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60.04 60.00

审计事务 55.50 60.00 计划生育事务 57.74 58.00

纪检监察事务 8.48 25.00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88.38 348.21

商贸事务 96.58 330.00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 370.74 380.00

群众团体事务 97.64 132.90 其他卫生健康 283.57 340.12

党委及组织事务 211.87 247.42 211 节能环保 593.99 939.00

宣传事务 877.31 964.00 污染减排 593.99 939.00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28.46 40.00 212 城乡社区 12,428.60 19,069.35

203 国防 55.21 66.30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522.87 5,661.15

其他国防 55.21 66.30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15.00 30.00

204 公共安全 1,139.31 1,531.43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45.71 4,228.00

司法 65.25 107.60 其他城乡社区 5,445.02 9,150.20

其他公共安全 1,074.06 1,423.83 其中:   河长制 489.87 895.00

205 教育 237.71 254.00   老旧小区整治 989.65 1,310.00

其他教育 237.71 254.00   城市建设运行费 2,657.20 1,641.00

206 科学技术 4,007.99 4,008.00 213 农林水 39.30 65.50

科技企业扶持 4,000.00 4,000.00 水利 39.30 65.50

科学技术普及 7.99 8.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45,292.27 36,00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482.82 550.49 中小企业扶持 21,092.27 21,000.00

文化和旅游 370.23 433.49 服务经济 24,200.00 15,000.00

体育 112.59 117.00 221 住房保障 546.71 1,114.4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 11,767.10 14,483.74 住房公积金 371.15 454.5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820.96    1,025.63 购房补贴 175.56 659.92

民政管理事务    7,720.85    8,691.41 227 预备费 2,700.00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711.23      872.44 预备费 2,700.00

残疾人事业       31.00       20.00 支出总计 85,000.00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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