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政 府 预 算 公 开 样 表

填报单位： 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人民政府

单位负责人：李二梅



政府预算公开01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备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税收收入小计

  国内增值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退税

  个人所得税

  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印花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车船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烟叶税

  其他税收收入

 二、非税收入小计

  专项收入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固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政府住房基金

  其他收入



政府预算公开02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92,583.44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预备费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797,608.40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外交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三、公共安全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四、教育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五、科学技术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24,975.04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八、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九、节能环保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城乡社区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一、农林水支出 2,270,000.00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五、金融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六、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十九、其他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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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公开02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92,583.44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支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二、预备费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三、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四、国防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五、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六、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七、转移性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二十八、债务还本支出

    其中：旗本级部门支出

          对苏木镇、开发区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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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公开03表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
部门：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人民政府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12,992,583.44 10,570,083.44 2,422,5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797,608.40 7,645,108.40 152,500.00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7,797,608.40 7,645,108.40 152,500.00

    2010301     行政运行 7,797,608.40 7,645,108.40 152,5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24,975.04 2,924,975.0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924,975.04 2,924,975.04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924,975.04 2,924,975.04

213 农林水支出 2,270,000.00 2,270,000.00

  21307   农村综合改革 2,270,000.00 2,270,000.00

    2130705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270,000.00 2,270,00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年度取得的各项支出情况，本表不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政府预算公开04表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
单位：元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合计 10,570,083.4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635,008.40

  30101   基本工资 1,684,349.40

  30102   津贴补贴 1,819,536.00

  30103   奖金 43,983.00

  30107   绩效工资 727,14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60,00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787,500.00

  30201   办公费 470,000.00

  30202   印刷费 140,000.00

  30204   手续费 8,000.00

  30206   电费 105,000.00

  30207   邮电费 30,000.00

  30208   取暖费 254,000.00

  30211   差旅费 108,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162,000.00

  30215   会议费 80,5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130,000.00

  30226   劳务费 44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52,1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07,9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47,575.04

  30302   退休费 2,924,975.04

  30304   抚恤金 222,600.00



政府预算公开05表

一般公共预算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
单位：元

         项    目  预算数 备  注

一、补助下级支出

  （一）返还性支出

    1、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

    2、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

    3、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4、体制补助支出

    5、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6、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7、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

    8、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9、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10、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

    11、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2、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支出

    13、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支出

    14、基本养老金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支出

    1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支出

    16、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支出

    17、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出

    18、结算补助支出

    19、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三）专项补助支出

       ……… ……… ………



分地区表6

政府预算公开06表

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汇总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合计
其中：

备注
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出专项补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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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预算收入表7

政府预算公开07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合计

103 非税收入

  01   政府性基金收入

    18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收入

      1030118       散装水泥专项基金收入 

    19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1030119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33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103013302       地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47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030147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4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3014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9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1030149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5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103015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52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1030152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53   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收入

      1030153      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收入

    54   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财务收入

      1030154      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财务收入

    55     彩票公益金收入 

      103015501       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103015502       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58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103015803       省级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59     车辆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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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预算收入表7

      1030159       车辆通行费 

  99   其他收入

    10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03991003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03991004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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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预算支出表8

政府预算公开08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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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对下转移支付表9

政府预算公开09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转移支付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合计

212 城乡社区支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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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212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12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

    2121202     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支出  

    2121203     土地整理支出

213 农林水支出

  69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2136999     其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214 交通运输支出

  62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146202     政府还贷公路养护

    2146299     其他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2156099     其他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61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2156199     其他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229 其他支出

  08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2290804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229080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2960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2960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296004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296006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296012     用于法律援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296099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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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公开10表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单位：元

地  区 一般债务限额 一般债务余额 备  注

备注：各级政府在公开时要附政府债务说明。



政府预算公开11表

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单位：元

地  区 专项债务限额 专项债务余额 备  注

备注：各级政府在公开时要附政府债务说明。



预算公开12表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人民政府 单位：元

项目

上年预算数 本年预算数 本年比上年增减情况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

增减额 增减%

合计 840,000.00 840,000.00 0.00 822,100.00 822,100.00 0.00 -17,900.00 -2%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2、公务接待费 140,000.00 140,000.00 0.00 130,000.00 130,000.00 0.00 -10,000.00 -7%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700,000.00 700,000.00 0.00 692,100.00 692,100.00 0.00 -7,900.00 -1%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00,000.00 700,000.00 0.00 692,100.00 692,100.00 0.00 -7,900.00 -1%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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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公开13表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清算收入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六、转移性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支 出 总 计

注：以上项目以当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为准。



政府预算公开14表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决算数 备  注

一、利润收入

    烟草企业利润收入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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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收 入 合 计



政府预算公开15表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决算数 备  注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改革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支 出 合 计



2018年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
单位：元

科目

合计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支出
机关资本性支

出（一）
机关资本性支

出（二）
对事业单位经

常性补助
对事业单位资

本性补助
对企业补助

对企业资本性
支出

对社会保障基
金补助

债务利息及费用

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转移性支出 预备费及预留 其他支出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12,992,583.44 4,857,608.40 2,787,500.00 5,194,975.04 152,5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797,608.40 4,857,608.40 2,787,500.00 152,5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24,975.04 2,924,975.04

213 农林水支出 2,270,000.00 2,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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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
单位：元

科目

合计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支出
机关资本性支

出（一）
机关资本性支

出（二）
对事业单位经

常性补助
对事业单位资

本性补助
对企业补助

对企业资本性
支出

对社会保障基
金补助

债务利息及费用

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转移性支出 预备费及预留 其他支出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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