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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报说明 

一、2021 年调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快报数。 

二、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在 2021 年的基础上，根据机

构改革方案、政策变化、配合预算管理等需要调整相关科目。 

三、根据预算法规定，预算由各级政府编制，报同级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本草案 2022 年全县预算为县财政代编数。 

四、部分表格总数与分项加总数略有差异，主要是相关数据

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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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67,799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03,824

上级补助收入 255,075 上解上级支出 88,130

返还性收入 21,911 调出资金 6,033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12,210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5,873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954 预计结转 2,361

上年结余收入 2,477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012

一般债务收入 164,900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537

调入资金 58,445

收入总计 1,051,233 支出总计 1,051,233

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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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6.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3.24%，下降 6.94%。税收收入完成 35.4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 62.33%。非税收入完成 21.4 亿元，占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7.67%。主要项目执收情况是： 

（1）税收收入完成 35.4 亿元 

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2021 年缴入地方级税收

收入完成 35.4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2.33%。主

要税种完成情况： 

◆增值税完成 8 亿元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

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

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

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

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

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增值税已

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

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收

收入中 50%为中央财政收入，50%为地方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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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税收收入全部为中央财政收入。 

增值税税率就是增值税税额占货物或应税劳务销售额的比

率，是计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增值税税额的尺度。我国现行增值税

属于比例税率，根据应税行为一共分为 13%，9%，6%三档税率

及 5%，3%两档征收率。 

◆企业所得税完成 3.9 亿元 

企业所得税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含港澳台和外

商投资企业），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统一按 2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平了内外资企业税负，降低了内资企

业税收负担。同时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完成 0.9 亿元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

一种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新个

税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最新

起征点和税率。新个税法规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

费用五千元以及专项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所得额，依照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综合所得适用）按月换算

后计算缴纳税款，并不再扣除附加减除费用。 

◆资源税完成 0.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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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重要资源品为

课税对象，旨在消除资源条件优劣对纳税人经营所得利益影响的

税类，包括矿产资源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资源税是以各种应

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

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 亿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我国为了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

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而对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

的一个税种。 

◆房产税完成 1 亿元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

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印花税完成 0.4 亿元 

印花税是对在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具有法律效

力的凭证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其因采用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

税票作为完税的标志而得名。印花税法是调整印花税征纳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称。 

◆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2.8 亿元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对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

使用土地的各类企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征收的一种

税。2007 年，按照•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

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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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暂行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提高 2 倍，并将外商投资企业纳

入其中。 

◆土地增值税完成 9.8 亿元 

土地增值税是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

附着物而就其增值部分征收的一种税，其纳税人为转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地上建筑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车船税完成 1 亿元 

车船税，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船舶的所有人

或者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应缴纳的一种税。 

◆耕地占用税完成 1 亿元 

耕地占用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非农业建

设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征收的一种税。 

◆契税完成 5.3 亿元 

契税是指不动产（土地、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变动时，就当

事人所订契约按产价的一定比例向新业主（产权承受人）征收的

一次性税收。 

（2）非税收入完成 20.05 亿元 

2021 年全县非税收入完成 20.05 亿元，增长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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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调
整预算数%

执行数为上
年决算数%

税收收入 357,800 353,895 98.9 86.4

增值税 82,140 80,861 98.4 88.4

企业所得税 40,000 39,112 97.8 79.4

个人所得税 8,900 8,850 99.4 77.8

资源税 1,400 1,318 94.1 119.4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000 10,058 100.6 83.2

房产税 10,000 10,339 103.4 117.3

印花税 4,800 4,451 92.7 76.0

城镇土地使用税 28,000 27,936 99.8 89.3

土地增值税 99,000 98,315 99.3 143.0

车船税 10,000 9,745 97.5 61.3

耕地占用税 10,000 9,780 97.8 399.0

契税 53,500 53,148 99.3 47.8

环境保护税 60 58 96.7 53.2

烟叶税及其他 -76

非税收入 192,200   213,904   111.3 106.7

专项收入 127,600 173,574 136.0 148.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400 11,455 110.1 38.3

罚没收入 26,700 16,197 60.7 55.9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000 7,824 31.3 36.1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00 2,845 113.8 90.9

其他收入 2,009

合  计 550,000 567,799 103.2 93.1

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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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说明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0.4 亿元 

2021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74.4 亿元。执行中因

上级补助收入增加、新增债券转贷收入等因素，年终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预算调整为 81.1 亿元，实际完成 80.4 亿元，为调整预算

数的 99.09%，同比下降 11.15%。 

——按政府支出分类科目划分完成情况 

◆教育支出 16.6 亿元 

反映政府教育事务的支出。具体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初

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技校教育、职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

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生教育、特殊教育、干部继续教育、教

育机关服务等。 

◆科学技术支出 1.1 亿元 

反映政府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

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

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等。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 亿元 

反映政府在文化、文物、旅游、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

等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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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 亿元 

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社会保

障和就业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

臵、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其他城镇

社会救济、农村社会救济、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事务等。 

◆卫生健康支出 5.4 亿元 

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健康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卫生健康

管理事务支出、医疗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疾病预防控制支

出、卫生监督支出、妇幼保健支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卫

生支出等。 

◆节能环保支出 0.7 亿元 

反映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

测与监察、污染治理、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风沙治理、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

用等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22.6 亿元 

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支出、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城乡

社区住宅支出、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建设市场监管与监督支

出等。 

◆农林水支出 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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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的支出。具体包括：农业、林业、水利、

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7 亿元 

反映政府对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具体包括：资源勘探

业支出、制造业支出、建筑业支出、电力监管支出、工业和信息

产业监管支出、安全生产监管支出、国有资产监管支出、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和管理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5 亿元 

反映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涉外发展服务支出等。 

◆交通运输支出 2 亿元 

反映政府交通运输和邮政运输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公路

运输支出、公路建设、养护、石油价格补贴等。 

◆公共安全支出 3.4 亿元 

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武装警

察、公安、国家安全、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监狱、劳教、国

家保密、缉私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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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预

算数%
执行数为上
年决算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6,070 84,663 98.4 97.7

国防支出 590 365 61.9 80.9

公共安全支出 39,685 34,048 85.8 73.3

教育支出 183,500 165,953 90.4 95.0

科学技术支出 9,990 11,496 115.1 115.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980 9,704 97.2 97.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460 44,622 98.2 96.8

卫生健康支出 53,010 53,534 101.0 90.1

节能环保支出 13,070 7,308 55.9 54.5

城乡社区支出 106,660 226,403 212.3 89.9

农林水支出 75,450 64,987 86.1 83.8

交通运输支出 19,900 19,547 98.2 93.2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0,180 7,643 75.1 57.9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35 522 82.2 72.8

金融支出 4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890 8,162 68.6 73.2

住房保障支出 25,910 16,361 63.1 40.8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490 669 14.9 23.7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300 9,787 184.7 243.9

其他支出 2,380 6,099 256.3 205.2

债务付息支出 30,895 31,911 103.3 100.3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预备费 9,030

合  计 744,475 803,824 108.0 88.8

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备注：执行数为年初预算加上预算执行中发生的上级追加、上年结转、政府债务收入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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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县本级收入 332,887 县本级支出 692,765

上级补助收入 247,893 补助下级支出 62,413

  返还性收入 21,911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06,211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9,771

下级上解收入 193,448 上解上级支出 88,130

上年结余收入 2,477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5,873

一般债务收入 164,900 调出资金 6,033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537 预计结转结余 7,373

调入资金 58,445

收入总计 1,002,587 支出总计 1,002,587

2021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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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3.3 亿元，为预算

的 102.95%，下降 17.41%。 

（1）税收收入完成 12.2 亿元 

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契税等。2021

年县本级税收收入完成 12.2 亿元。主要税种完成情况： 

◆增值税完成 2.7 亿元 

◆企业所得税完成 1 亿元 

◆个人所得税完成 0.3 亿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0.4 亿元 

◆房产税完成 0.1 亿元 

◆车船税完成 0.1 亿元 

◆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0.2 亿元 

◆土地增值税完成 0.9 亿元 

◆耕地占用税完成 0.9 亿元 

◆契税完成 5.3 亿元 

（2）非税收入完成 21 亿元 

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

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2021 年非

税收入完成 21 亿元，增长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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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调
整预算数%

执行数为上
年决算数%

税收收入 128,370 122,047 95.1 59.3

增值税 29,000 27,279 94.1 71.0

企业所得税 9,800 9,683 98.8 80.3

个人所得税 3,400 3,215 94.6 44.3

资源税 180 164 91.1 156.2

城市维护建设税 3,900 3,795 97.3 75.7

房产税 1,100 1,039 94.5 90.3

印花税 1,500 1,214 80.9 70.4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00 2,237 89.5 55.9

土地增值税 9,500 9,341 98.3 52.9

车船税 1,200 1,131 94.3 24.6

耕地占用税 10,000 9,780 97.8 399.0

契税 56,270 53,148 94.5 47.8

环境保护税 20 21 105.0 63.6

烟叶税及其他

非税收入 194,970  210,840 108.1 106.8

专项收入 130,370 173,574 133.1 148.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400 11,455 110.1 38.3

罚没收入 26,700 16,197 60.7 55.9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000 4,760 19.0 25.6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00 2,845 113.8 90.9

其他收入 2,009

合  计 323,340 332,887 103.0 82.6

2021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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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说明 

 

1.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9.3 亿元 

2021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预算数为50.9亿元，

实际支出 69.3 亿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135.9%，下降 9.2%。 

——按政府支出分类科目划分完成情况 

◆教育支出 16.3 亿元 

反映政府教育事务的支出。具体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初

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技校教育、职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

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生教育、特殊教育、干部继续教育、教

育机关服务等。 

◆科学技术支出 1.1 亿元 

反映政府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

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

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等。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9 亿元 

反映政府在文化、文物、旅游、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

等方面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 亿元 

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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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和就业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

臵、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其他城镇

社会救济、农村社会救济、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事务等。 

◆卫生健康支出 5.2 亿元 

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健康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卫生健康

管理事务支出、医疗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疾病预防控制支

出、卫生监督支出、妇幼保健支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卫

生支出等。 

◆节能环保支出 0.5 亿元 

反映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

测与监察、污染治理、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风沙治理、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

用等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19.9 亿元 

反映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支出、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城乡

社区住宅支出、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建设市场监管与监督支

出等。 

◆农林水支出 5.4 亿元 

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的支出。具体包括：农业、林业、水利、

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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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7 亿元 

反映政府对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具体包括：资源勘探

业支出、制造业支出、建筑业支出、电力监管支出、工业和信息

产业监管支出、安全生产监管支出、国有资产监管支出、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和管理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5 亿元 

反映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涉外发展服务支出等。 

◆交通运输支出 1.9 亿元 

反映政府交通运输和邮政运输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公路

运输支出、公路建设、养护、石油价格补贴等。 

◆公共安全支出 3 亿元 

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武装警

察、公安、国家安全、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监狱、劳教、国

家保密、缉私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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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单位：万元

小计
县本级财力
安排支出

政府一般
债券使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9,950 39,950 37,930 94.9 91.25

国防支出 170 170 351 206.5 80.32

公共安全支出 30,015 30,015 30,410 101.3 71.01

教育支出 163,000 160,500 2,500 163,256 100.2 95.45

科学技术支出 9,990 9,990 11,496 115.1 115.1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250 9,250 9,395 101.6 101.6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000 38,000 42,302 111.3 100.67

卫生健康支出 48,820 48,820 51,796 106.1 91.70

节能环保支出 4,570 4,570 4,589 100.4 45.40

城乡社区支出 31,388 19,188 12,200 199,459 635.5 99.66

农林水支出 48,230 45,530 2,700 54,460 112.9 88.77

交通运输支出 19,400 17,400 2,000 19,342 99.7 94.70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7,430 7,430 7,472 100.6 74.6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85 485 522 107.6 72.80

金融支出 40 40 4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710 8,710 8,034 92.2 73.28

住房保障支出 12,000 12,000 12,224 101.9 32.4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0 690 669 97.0 23.7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500 4,500 5,720 127.1 189.84

其他支出 1,200 1,200 1,387 115.6 4623.33

债务付息支出 31,911 31,911 31,911 100.0 100.27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8

预备费

合  计 509,757 490,357 19,400 692,765 135.9 90.8

2021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调整预算数

项  目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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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6,2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0,439

  税收收入 417,40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7,755

增值税 102,440 国防支出 261

企业所得税 51,000 公共安全支出 47,393

个人所得税 12,000 教育支出 162,000

资源税 1,400 科学技术支出 11,826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0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682

房产税 12,5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005

印花税 5,000 卫生健康支出 48,571

城镇土地使用税 32,000 节能环保支出 7,318

土地增值税 113,000 城乡社区支出 77,659

车船税 9,500 农林水支出 81,555

耕地占用税 11,500 交通运输支出 24,180

契税 55,00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943

环境保护税 6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999

烟叶税及其他 金融支出 0

  非税收入 178,80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00

专项收入 139,0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798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6,800 住房保障支出 14,498

罚没收入 14,000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608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8,729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6,000 预备费 8,890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3,000 其他支出 8,200

其他收入 0 债务付息支出 32,151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8

上年结余收入 2,361 上解上级支出 91,678

上级补助收入 158,585 调出资金

返还性收入 21,911 一般债务支出 135,741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34,725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949

一般债务收入 105,700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012

调入资金 100,000

收入总计 967,858 支出总计 967,858

2022年中牟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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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县本级收入 349,540 县本级支出 599,970

上级补助收入 158,585

  返还性收入 21,911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34,725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949

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7,373

下级上解收入 175,000 补助下级支出 68,809        

一般债务收入 105,700 上解上级支出 91,678

调入资金 100,0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35,741

调出资金

收入总计 896,198 支出总计 896,198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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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预算数为上年

执行数%

税收收入 122,047 170,740 139.9

增值税 27,279 43,250        158.5

企业所得税 9,683 14,000        144.6

个人所得税 3,215 4,500         140.0

资源税 164 230           140.2

城市维护建设税 3,795 5,300         139.7

房产税 1,039 1,450         139.6

印花税 1,214 1,690         139.2

城镇土地使用税 2,237 3,200         143.0

土地增值税 9,341 30,000        321.2

车船税 1,131 1,100         97.3

耕地占用税 9,780 11,000 112.5

契税 53,148 55,000 103.5

环境保护税 21 20 95.2

烟叶税及其他

非税收入 210,840 178,800 84.8

专项收入 173,574 139,000 80.1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455 16,800 146.7

罚没收入 16,197 14,000 86.4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760 6,000 126.1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845 3,000 105.4

其他收入 2,009

合  计 332,887 349,540 105.0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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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单位：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9,950 37,930 59,803 157.7

国防支出 170 351 259 73.8

公共安全支出 30,015 30,410 42,683 140.4

教育支出 163,000 163,256 159,600 97.8

科学技术支出 9,990 11,496 11,826 102.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250 9,395 9,410 100.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000 42,302 35,140 83.1

卫生健康支出 48,820 51,796 46,023 88.9

节能环保支出 4,570 4,589 3,768 82.1

城乡社区支出 31,388 199,459 39,579 19.8

农林水支出 48,230 54,460 72,515 133.2

交通运输支出 19,400 19,342 24,110 124.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7,430 7,472 8,723 116.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85 522 3,999 766.1

金融支出 40 4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 0 4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710 8,034 11,783 146.7

住房保障支出 12,000 12,224 13,673 111.9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90 669 1,608 240.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500 5,720 12,379 216.4

预备费 0 0 8,890

其他支出 1,200 1,387 1,630

债务付息支出 31,911 31,911 32,151 100.8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18

合  计 509,757 692,765 599,970 86.6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项  目
2021年调整

预算数
2021年执行

数
2022年县本级

支出
为上年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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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单位：万元

小计 
财力安排支出
政府
债券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9,803 59,792 59,792 11

国防支出 259 259 259

公共安全支出 42,683 42,565 42,565 118

教育支出 159,600 159,600 159,600

科学技术支出 11,826 11,476 11,476 35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10 9,410 9,4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140 35,036 35,036 104

卫生健康支出 46,023 45,962 45,962 61

节能环保支出 3,768 3,761 3,761 7

城乡社区支出 39,579 39,579 39,579

农林水支出 72,515 71,504 71,504 1,011

交通运输支出 24,110 24,110 24,11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723 8,713 8,713 1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999 3,722 3,722 277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00 400 4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783 11,783 11,783

住房保障支出 13,673 13,673 13,67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608 1,608 1,608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2,379 12,379 12,379

预备费 8,890 8,890 8,890

其他支出 1,630 1,630 1,630

债务付息支出 32,151 32,151 32,151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8 18

合  计 599,970 598,003 598,021 1,949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总表

2021年预算数

项  目 合 计
专项转移
支付安排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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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单位:万元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558,911 209,130 349,781 558,91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9,803 31,704 28,099 59,803

国防支出 259 259 259

公共安全支出 42,683 21,137 21,546 42,683

教育支出 159,600 107,306 52,294 159,600

科学技术支出 11,826 1,246 10,580 11,82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410 2,682 6,728 9,4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140 6,513 28,627 35,140

卫生健康支出 46,023 3,976 42,047 46,023

节能环保支出 3,768 334 3,434 3,768

城乡社区支出 39,579 5,986 33,593 39,579

农林水支出 72,515 9,043 63,472 72,515

交通运输支出 24,110 3,890 20,220 24,11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723 497 8,226 8,72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999 335 3,664 3,999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00 400 40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783 1,976 9,807 11,783

住房保障支出 13,673 11,119 2,554 13,67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608 294 1,314 1,608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2,379 833 11,546 12,379

其他支出 1,630 1,630 1,630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明细表

县本级财力安排
项  目

一般债券
使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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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96,808

工资奖金津补贴 65,433

社会保障缴费 21,168

住房公积金 10,118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9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5,646

办公经费 4,706

会议费

培训费 2

专用材料购置费 19

委托业务费 75

公务接待费 4

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0

维修（护）费 15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47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39

公务用车购置

设备购置 8

大型修缮 31

其他资本性支出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00,600

工资福利支出 98,470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30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8

资本性支出（一） 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537

社会福利和救助 1,447

助学金

离退休费 9,090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合  计 213,638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按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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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 199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716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95

      公务用车购置费 121

合  计 915

2022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备注：1.本表“三公”经费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安排的“三公”经费，表十三中
仅为基本支出安排的“三公经费”，两者口径不同。
      2.按照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
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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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2020年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
数

916,247 922,708

2021年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1,133,161 1,152,561

2021年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 16,490 164,900

2021年政府一般债券还本额 144,269 144,269

2022年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
行数

941,067 940,826

2022年提前下达政府一般债务新
增限额

2021和2022年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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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限额
2022年末余额
预计执行数

中牟县 1,152,561 940,826

2022年政府一般债务分地区限额余额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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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合计 0

备注：暂未收到上级下达的一般债券额度，故本表无数据。

2022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券安排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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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327,581 政府性基金支出 224,297

上级补助收入 9,485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96,725

上年结余收入 1,306 上解支出 125

专项债务收入 121,000 调出资金 49,854

调入资金 6,033 年终结余 94,404

      收入总计 465,405       支出总计 465,405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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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1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主要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

业土地开发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政府性基金科目。 

一、2021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21 年政府

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000000 万元，受房地产政策调控、暴雨灾情

和新冠疫情影响，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企业摘地意愿不强，土

地出让规模明显下降，经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批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320000 万元。实际完成

32758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37%，加上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109400 万元等，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为 465405 万元；调出资金

49854 万元，年终支出预算调整为 318701 万元，实际完成 224297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70.38%。 

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结余和再融资

债券收入，减去政府性基金支出和调出资金 49854 万元、上解资

金 125 万元，结余 94404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支出。 

（一）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9834万元。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164 万元。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37204 万元。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7345 万元。 

5.污水处理费收入 20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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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1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7 万元。 

3.城乡社区支出 205404 万元。 

4.农林水支出 37 万元。 

5.其他支出 781 万元。 

6.债务付息支出 170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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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预算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5,000 9,834 65.6 10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4,000 1,164 29.1 182.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09,500 237,204 26.1 37.8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00 77,345 110.5 97.6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车辆通行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0 2,034 135.6 94.8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
务费用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合  计 1,000,000 327,581 32.8 45.6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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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1 42.5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1 140.9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7 977 100.0 90.2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977 977 100.0 90.2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239,486 205,404 85.8 35.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12,186 182,155 85.8 32.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0,000 5,990 59.9 88.3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200 159 79.5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7,100 17,100 91.0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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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农林水支出 37 37 100.0 92.5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37 37 100.0 92.5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港口建设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其他支出 54 781 1446.3 0.6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593 0.5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4 188 348.1 10.9

债务付息支出 17,067 17,067 100.0 127.2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7,067 17,067 100.0 127.2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务发
行费用支出

1

合  计 257,622 224,297 87.1 30.7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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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327,581 政府性基金支出 224,297

上级补助收入 9,485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96,725

上年结余收入 1,306 上解支出 125

专项债务收入 121,000 调出资金 49,854

调入资金 6,033 年终结余 94,404

      收入总计 465,405       支出总计 465,405

2021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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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预算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5,000 9,834 65.6 42.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4,000 1,164 29.1 28.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09,500 237,204 26.1 21.6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00 77,345 110.5 101.6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车辆通行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0 2,034 135.6 157.7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
务费用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合  计 1,000,000 327,581 32.8 27.2

2021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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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1 12.5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1 67.4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77 977 100.0 131.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977 977 100.0 131.1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239,486 205,404 85.8 18.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12,186 182,155 85.8 19.3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0,000 5,990 59.9 8.1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200 159 79.5 10.7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7,100 17,100 17.8

2021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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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执行数为
上年决算

数%

农林水支出 37 37 100.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37 37 100.0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
安排的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港口建设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其他支出 54 781 1446.3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593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4 188 348.1 3.7

债务付息支出 17,067 17,067 100.0 127.2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7,067 17,067 100.0 760.9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务发
行费用支出

1

合  计 257,622 224,297 87.1

2021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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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的说明 

 

2022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800000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上级

补助收入、新增债券收入等转移性收入 245304 万元，收入合计

1045304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884778 万元，加上上解资金、

调出资金等转移性支出 160526 万元，支出合计 1045304 万元。

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县本级政府性基金具体安

排如下：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的通知‣（国发„2006‟100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和财

政部国土部•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

综„2007‟17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国土资

源厅<河南省土地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

38 号）规定，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

款（不含代收代缴税费）的 2%计提。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

支出、土地开发支出。 

2022 年县本级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计划 0.8 亿元。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依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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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建„2004‟174 号）设立和征收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

土地出让金。按规定从征收的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专项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

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地开发。 

2022 年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计划 0.2 亿元。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的通知‣（国发„2006‟100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规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包括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臵国有土地

使用要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国有土地租金收入和划拨土地使用

者上缴的土地补偿费、安臵补助费等，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

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和城市建设支出等。 

2022 年县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计划 71.8 亿元。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07‟170 号）规定征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凡在郑州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含临

时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城市配套费，

征收标准按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计征，每平方米征收 170 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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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2022 年县本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计划 7 亿元。 

（五）污水处理费 

根据•污水处流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

号）和•河南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关于转发财

政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订 2015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的通知>的通知‣（豫财预„2015‟156 号），在政府性基金中

增设“污水处理费收入”，反映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收取的污水处

理费。删除一般公共预算科目中的“城市污水处理费”。 

2022 污水处理费收入计划 0.2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 35 万元，主要用于用

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 1970 万元，主要用于大中

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三）城乡社区支出安排 792634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农

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四）农林水支出安排 1 万元，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库区基

金安排的支出。 

（五）其他支出 72785 万元，主要用于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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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六）债务付息支出安排 17345 万元，主要用于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付息支出。 

（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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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港口建设费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8,00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7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18,0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97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乡社区支出 792,63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09,429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1,205

污水处理费收入 2,000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
费用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72,000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农林水支出 1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1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其他支出 72,785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078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69,707

债务付息支出 17,345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7,345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本年收入合计 800,000 本年支出合计 884,778

上级补助收入 900 调出资金 100,000

上年结余收入 94,404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526

专项债务收入 150,000 上解支出

调入资金

收入总计 1,045,304 支出总计 1,045,304

2022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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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800,0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884,778

上级补助收入 900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526

上年结余收入 94,404 上解支出

专项债务收入 150,000 调出资金 100,000     

调入资金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1,045,304       支出总计 1,045,304

2022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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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港口建设费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5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8,00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7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18,0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97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乡社区支出 792,63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09,429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1,205

污水处理费收入 2,000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
费用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72,000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农林水支出 1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1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其他支出 72,785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078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69,707

债务付息支出 17,345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7,345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8

本年收入合计 800,000 本年支出合计 884,778

上级补助收入 900 调出资金 100,000

上年结余收入 94,404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526

专项债务收入 150,000 上解支出

调入资金

收入总计 1,045,304 支出总计 1,045,304

2022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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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800,0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884,778

上级补助收入 900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0,526

上年结余收入 94,404 上解支出

专项债务收入 150,000 调出资金 100,000     

调入资金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1,045,304       支出总计 1,045,304

2022年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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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2020年末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
数

391,117 475,391

2021年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564,626 717,826

2021年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 121,000 121,000

2021年政府专项债券还本额 96,725 96,725

2022年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
行数

499,666 619,340

2022年提前下达政府专项债务新
增限额

150,000

2021年和2022年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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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九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1年限额
2022年末余额
预计执行数

提前下达2022年
新增限额

中牟县 717,826        619,340        150,000        

2021年和2022年政府专项债务分地区限额余额情况表

— 49 —



 

 

 

表三十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利润收入 1,755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400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注入 1,400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1,755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755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400    

转移支付收入 -       上解上级支出

上年结转收入 调出资金 355        

预计年终结余 -        

收  入  总  计 1,755   支  出  总  计 1,755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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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为上年
决算数%

利润收入 1,750     1,755    100.3 106.6

股利、股息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00     -       -      

合   计 1,000    1,750    1,755   100.3   106.6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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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
为调整
预算数%

执行数
为上年
决算数%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1,750     1,400    80.0 93.3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  计 1,000   1,750   1,400   80    93.3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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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利润收入 1,755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400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注入 1,400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1,755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755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400    

转移支付收入 -       上解上级支出

上年结转收入 调出资金 355        

预计年终结余 -        

收  入  总  计 1,755   支  出  总  计 1,755    

2021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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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四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为
调整预算

数%

为上年
决算数%

利润收入 1,750     1,755    100.3

股利、股息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00     -       -      

合   计 1,000    1,750    1,755   100.3   

2021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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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五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数
为调整
预算数%

执行数
为上年
决算数%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1,750     1,400    80.0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  计 1,000   1,750   1,400   80    93.3

2021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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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六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利润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 1,000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1,000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000 本年支出合计 1,000

转移支付收入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收入总计 1,000 支出总计 1,000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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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七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利润收入 1,000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注入 1,000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1,000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000 本年支出合计 1,000

转移支付收入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收入总计 1,000 支出总计 1,000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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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八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利润收入 1,000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注入 1,000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1,000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000 本年支出合计 1,000

转移支付收入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收入总计 1,000 支出总计 1,000

2022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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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九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利润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000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 1,000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1,000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000 本年支出合计 1,000

转移支付收入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收入总计 1,000 支出总计 1,000

2022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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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基本养老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补助金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

中央调剂金补助收入 上解中央调剂金补助支出

委托投资收益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个人缴费收入 基础养老金支出

集体补助收入 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补助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其他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支出

转移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4,62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4,627

保险费收入 25,971 基本养老金支出 34,627

财政补助收入 8,656 其他支出

利息收入 转移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统筹基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个人账户基金支出

利息收入 其他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支出

转移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缴费收入 住院支出

利息收入 门诊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大病保险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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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利息收入 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其他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其他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下补助下级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保险费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稳定岗位补贴支出

转移收入 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

其他支出

转移支出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生育津贴支出

利息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其他支出

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34,627 本年支出合计 34,627

上年结转收入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34,627 支出总计 34,627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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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一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8,431 28,431 25,971 91.3 95.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合  计 28,431 28,431 25,971 91.3 95.8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为预算数%
为上年决
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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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二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为调整预
算数%

为上年决
算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3,321 33,321 34,627 103.9 108.7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合  计 33,321 33,321 34,627 103.9 100.8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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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基本养老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补助金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

中央调剂金补助收入 上解中央调剂金补助支出

委托投资收益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个人缴费收入 基础养老金支出

集体补助收入 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补助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其他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支出

转移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4,62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4,627

保险费收入 25,971 基本养老金支出 34,627

财政补助收入 8,656 其他支出

利息收入 转移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统筹基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个人账户基金支出

利息收入 其他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支出

转移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缴费收入 住院支出

利息收入 门诊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大病保险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2021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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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执行数 项  目 支出执行数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利息收入 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其他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其他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下补助下级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保险费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稳定岗位补贴支出

转移收入 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

其他支出

转移支出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生育津贴支出

利息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其他支出

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34,627 本年支出合计 34,627

上年结转收入 4,847 年终结余 1,709

收入总计 39,474 支出总计 36,336

2021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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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四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8,431 28,431 25,971 91.3 95.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合  计 28,431 28,431 25,971 91.3 95.8

2021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为预算数%
为上年决
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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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五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为调整预
算数%

为上年决
算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3,321 33,321 34,627 103.9 108.7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合  计 33,321 33,321 34,627 103.9 108.7

2021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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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六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基本养老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补助金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

中央调剂金补助收入 上解中央调剂金补助支出

委托投资收益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5,82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5,827

保险费收入 27,861 基本养老金支出 35,827

财政补助收入 7,966 其他支出

利息收入 转移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统筹基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个人账户基金支出

利息收入 其他支出

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利息收入 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补助下级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保险费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稳定岗位补贴支出

上级补助收入 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其他费用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35,827 本年支出合计 35,827

上年结转收入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35,827 支出总计 35,827

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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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七

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预算数 项  目 支出预算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基本养老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补助金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

中央调剂金补助收入 上解中央调剂金补助支出

委托投资收益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5,82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5,827

保险费收入 27,861 基本养老金支出 35,827

财政补助收入 7,966 其他支出

利息收入 转移支出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统筹基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个人账户基金支出

利息收入 其他支出

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利息收入 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补助下级支出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金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医疗保险费支出

利息收入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稳定岗位补贴支出

上级补助收入 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其他费用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35,827 本年支出合计 35,827

上年结转收入 年终结余

收入总计 35,827 支出总计 35,827

2022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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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八

单位：万元

合  计 158,585

一、税收返还 21,911

所得税基数返还 612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1,934

增值税税收返还 1,525

消费税税收返还 764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17,076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134,725

财力性转移支付

结算补助 48,957

固定数额补助 17,546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6,830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16,995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852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57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2,246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46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326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341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696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78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269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86

2022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

项  目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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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八

单位：万元

合  计 158,585

三、专项转移支付 1,949

一般公共服务 11

外交

国防

公共安全 118

教育

科学技术 35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104

卫生健康 61

节能环保 7

城乡社区

农林水 1,011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等 10

商业服务业等 277

金融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住房保障

粮油物资储备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其他收入

2022年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

项  目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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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九

单位：万元

合计 900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4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三、节能环保支出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12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23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农林水支出 1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1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表

项目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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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九

单位：万元

合计 900

六、交通运输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八、其他支出 742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42

九、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十一、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表

项目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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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十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合计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备注：暂未收到上级转移支付额度，故本表数据为空。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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