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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决算01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一、税收收入 31,595 31,595 33,05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607 16,487 16,487

    增值税 12,567 12,567 13,309 二、外交支出

    企业所得税 1,547 1,547 2,025 三、国防支出 29 29

    个人所得税 523 523 469 四、公共安全支出 9,495 10,918 10,918

    资源税 94 94 101 五、教育支出 36,881 72,002 72,002

    城市维护建设税 2,101 2,101 1,340 六、科学技术支出 359 2,653 2,653

    房产税 415 415 278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842 7,504 7,504

    印花税 535 535 585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0,547 34,796 34,796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18 1,018 1,004 九、卫生健康支出 30,345 34,552 34,552

    土地增值税 1,270 1,270 2,135 十、节能环保支出 4,608 16,754 16,754

    车船税 2,007 2,007 1,07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5,478 6,115 5,168

    耕地占用税 6,209 6,209 9,268 十二、农林水支出 40,710 164,731 163,721

    契税 3,285 3,285 1,445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2,982 34,496 34,496

    烟叶税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56 990 990

    环境保护税 24 24 21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4 390 390

    其他税收收入 1 十六、金融支出

二、非税收入 12,287 12,287 13,549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专项收入 2,092 2,092 1,20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34 1,130 1,13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500 5,500 3,736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8,785 26,106 25,531

    罚没收入 2,066 2,066 6,425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036 326 326

@- 1-$



@$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848 818 81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1,500 1,500 331 二十二、预备费 1,500

    其他收入 1,129 1,129 1,849 二十三、其他支出 51 51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5,057 4,409 4,409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3,882 43,882 46,600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99,634 435,257 43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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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决算01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6,600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432,725

上级补助收入 355,109 上解上级支出 7,451

  返还性收入 3,734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21,13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0,245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1,382

调入资金 3,752 调出资金 5,183

债务(转贷)收入 48,359 债务还本支出 9,180

补充预算周转金

国债转贷收入、上年结余及转补助数 国债转贷拨付数及年终结余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587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718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2,532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2,532

净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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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总  计 459,789 支  出  总  计 45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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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和债务相关收支决算明细表

决算07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返还性收入 3,734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232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746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113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672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2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6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715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30,245

    其他返还性收入 　　一般公共服务 315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21,130 　　外交

    体制补助收入 　　国防 5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8,912 　　公共安全 2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教育 5,201

    结算补助收入 14,592 　　科学技术 170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62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 1,610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卫生健康 414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节能环保 11,554

    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城乡社区 24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573 　　农林水 88,559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 2,986 　　交通运输 3,782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621 　　资源勘探信息等

@- 5-$



@$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449 　　商业服务业等 201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1,800 　　金融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2,078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260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1,290 　　住房保障 17,851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粮油物资储备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收入 14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5,982 四、债务(转贷)收入 48,359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48,359

    外交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收入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08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643 五、调入资金 3,752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2,09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78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487     从其他资金调入 1,655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1,307 六、上解上级支出 7,451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2 　  体制上解支出 -511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上解支出 7,96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835 七、债务还本支出 9,180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159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9,180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还本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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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分级表

决算08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合

计
省级 地级

其中:
地级
直属
乡镇

县级 乡镇级 预算科目
决算数合

计
省级 地级

其
中:
地级
直属
乡镇

县级 乡镇级

一、税收收入 33,051 15,386 17,66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487 11,126 5,361

    增值税 13,309 2,328 10,981 二、外交支出

    企业所得税 2,025 793 1,232 三、国防支出 29 29

    个人所得税 469 276 193 四、公共安全支出 10,918 10,918

    资源税 101 35 66 五、教育支出 72,002 72,002

    城市维护建设税 1,340 457 883 六、科学技术支出 2,653 2,135 518

    房产税 278 175 103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504 7,058 446

    印花税 585 135 450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796 34,004 792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04 540 464 九、卫生健康支出 34,552 33,495 1,057

    土地增值税 2,135 1,322 813 十、节能环保支出 16,754 16,241 513

    车船税 1,070 392 678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5,168 2,400 2,768

    耕地占用税 9,268 7,627 1,641 十二、农林水支出 163,721 143,888 19,833

    契税 1,445 1,300 145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34,496 34,496

    烟叶税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90 990

    环境保护税 21 5 16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90 390

    其他税收收入 1 1 十六、金融支出

二、非税收入 13,549 13,549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专项收入 1,208 1,20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30 1,13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736 3,736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25,531 22,488 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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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没收入 6,425 6,425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26 326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818 81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31 331 二十二、其他支出 51 51

    其他收入 1,849 1,849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4,409 4,409

二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6,600 28,935 17,665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432,725 398,394 3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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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决算11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131,130 131,130 40,12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4 64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 101 101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172,105 104,648 104,648

农林水支出 13 13 13

交通运输支出 2,127 2,127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其他支出 2,000 733 733

债务付息支出 2,040 2,040 2,04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31,130 131,130 40,129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76,197 109,726 109,726

上级补助收入 23,783 上解上级支出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648

调入资金 5,183 调出资金 2,097

债务(转贷)收入 45,200 债务还本支出 3,120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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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总 计 114,943 支 出 总 计 11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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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分级表

决算17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决算数合计 省级 地级

其
中:
地级
直属
乡镇

县级 乡镇级 支出项目 决算数合计 省级 地级

其中:
地级
直属
乡镇

县级 乡镇级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38,322 38,32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 104,261 104,26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相关收入 244 244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相关支出 244 24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相关收入 214 21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相关支出 437 43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收入 1,205 1,205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支出 1,630 1,630

污水处理费相关收入 116 116 污水处理费相关支出 116 116

车辆通行费相关收入 车辆通行费相关支出 2,127 2,127

彩票公益金收入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733 733

其他各项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 28 28 其他各项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 17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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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0,129 40,129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09,726 10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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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决算19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利润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清算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上级补助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上年结余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调出资金

年终结余

收  入  总  计 支  出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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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分级表

决算21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合计

省级 地级
其中:
地级直
属乡镇

县级 乡镇级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合计

省级 地级
其中:
地级直
属乡镇

县级 乡镇级

利润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清算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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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表

决算23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

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
金

失业保险基
金

生育保险基
金

一、收入 36,673 9,544 27,129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10,475 2,513 7,962

      　利息收入 258 86 172

      　财政补贴收入 25,930 6,935 18,995

    　  委托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10 10

        中央调剂资金收入

二、支出 33,105 7,086 26,019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31,276 7,085 24,191

        其他支出

        转移支出 1 1

        中央调剂资金支出

三、本年收支结余 3,568 2,458 1,110

四、年末滚存结余 24,068 18,440 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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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表

决算25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上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60,036

  一般债务 104,636

  专项债务 55,400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275,343

  一般债务 174,743

  专项债务 100,600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93,559

  一般债务 48,359

  专项债务 45,200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2,300

  一般债务 9,180

  专项债务 3,120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41,295

  一般债务 143,815

  专项债务 9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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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功能分类明细表
决算05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教育支出 72,002

  教育管理事务 597

    行政运行 59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机关服务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普通教育 69,779

    学前教育 2,832

    小学教育 46,105

    初中教育 14,168

    高中教育 6,398

    高等教育 8

    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支出

    化解普通高中债务支出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268

  职业教育 477

    初等职业教育

    中专教育

    技校教育

    职业高中教育 477

    高等职业教育

    其他职业教育支出

  成人教育

    成人初等教育

    成人中等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

    成人广播电视教育

    其他成人教育支出

  广播电视教育

    广播电视学校

    教育电视台

    其他广播电视教育支出

  留学教育

    出国留学教育

    来华留学教育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特殊教育 6

    特殊学校教育 6

    工读学校教育

    其他特殊教育支出

  进修及培训 28

    教师进修 16

    干部教育 12

    培训支出

    退役士兵能力提升

    其他进修及培训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115

    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 598

    农村中小学教学设施

    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335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2

  其他教育支出(款)

    其他教育支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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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经济分类明细表

决算06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49,580

  工资奖金津补贴 35,217

  社会保障缴费 8,037

  住房公积金 4,084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24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20,834

  办公经费 7,003

  会议费 133

  培训费 798

  专用材料购置费 885

  委托业务费 7,392

  公务接待费 97

  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12

  维修(护)费 1,824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90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142,356

  房屋建筑物购建 3,224

  基础设施建设 59,229

  公务用车购置 154

  土地征迁补偿和安置支出

  设备购置 3,301

  大型修缮 311

  其他资本性支出 76,137

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49,150

  房屋建筑物购建 3,002

  基础设施建设 45,479

  公务用车购置

  设备购置 448

  大型修缮

  其他资本性支出 221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43,927

  工资福利支出 39,284

  商品和服务支出 4,489

  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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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32,831

  资本性支出(一) 26,539

  资本性支出(二) 6,292

对企业补助 2,754

  费用补贴 1,296

  利息补贴 30

  其他对企业补助 1,428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7,745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一) 7,601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二) 14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1,670

  社会福利和救助 13,351

  助学金 368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4,557

  离退休费 54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3,340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33,287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33,287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4,409

  国内债务付息 4,409

  国外债务付息

  国内债务发行费用

  国外债务发行费用

其他支出 4,182

  赠与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35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其他支出 4,147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43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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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功能分类明细表

决算15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4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52

    资助国产影片放映

    资助影院建设

    资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其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52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12

    宣传促销

    行业规划

    旅游事业补助

    地方旅游开发项目补助 12

    其他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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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城市影院

    其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01

    移民补助 78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23

    其他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移民补助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其他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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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力发电补助

    太阳能发电补助

    生物质能发电补助

    其他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10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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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2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0,483

    土地开发支出 1,301

    城市建设支出 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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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棚户区改造支出 2,131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2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8,063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44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24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3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630

    城市公共设施 152

    城市环境卫生 1,466

    公有房屋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2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16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116

    代征手续费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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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7,000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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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8,2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城市防洪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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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其他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农林水支出 13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13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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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移民遗留问题

    库区防护工程维护

    其他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解决移民遗留问题

    库区维护和管理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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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后续工作

    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其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其他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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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后续工作  

    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其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2,127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安排的支出

    公路建设

    公路养护

    公路还贷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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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

    公路还贷

    政府还贷公路养护

    政府还贷公路管理

    其他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2,127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设施

    航道建设和维护

    航运保障系统建设

    其他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民航机场建设

    空管系统建设

    民航安全

    航线和机场补贴

    民航节能减排

    通用航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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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管经费

    其他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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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建设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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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建设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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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设施  

    航运保障系统建设  

    其他港口建设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地方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其他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其他支出 733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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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彩票兑奖周转金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支出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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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88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5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48

    用于红十字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10

    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扶贫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法律援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8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14

债务付息支出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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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040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付息支出

    港口建设费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1,53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付息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付息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付息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273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236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港口建设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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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0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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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台前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明细表

决算20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利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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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电信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境外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款)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项)

  邮政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军工企业利润收入   资本性支出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改革性支出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款)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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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转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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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金融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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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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