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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公开01表

部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栏    次 1 栏    次 2

一、预算拨款收入 2,231,546.29 一、经济分类科目 5,206,611.65

二、财政专户拨款     工资福利支出 3,130,000.21

三、其他资金 585,124.3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8,75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57,861.44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本年收入合计 2816670.61     转移性支出

    债务利息支出

四、上级补助收入 2,389,941.04     债务还本支出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基本建设支出

六、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其他资本性支出

七、上年结转结余     其他支出

收     入     总    计 5206611.65 支 出 总 计 5206611.65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



二、2017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公开02表

部门： 单位：元

收      入

项    目 预算数

一、预算拨款收入 2,231,546.29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231,546.29

   基金预算拨款

二、财政专户拨款 0.00 

   教育收费

   其他财政收入拨款

三、其他资金 585124.32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585,124.32

本年收入合计 2,816,670.61

四、上级补助收入 2,389,941.04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七、上年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5206611.65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三、2017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公开03表

部门： 单位：元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栏    次 2

一、基本支出 5,206,611.65

    工资福利支出 3,130,000.21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8,75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57,861.44

    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二、项目支出

    行政事业类项目

    基本建设类项目

    其他类项目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本年支出合计
5206611.65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五、上缴上级支出

六、结转下年

支 出 总 计 5206611.65 



四、2017年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公开04表

部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 项目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2231546.29 一、一般公共预算 2231546.2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本年收入合计 2231546.29 本年支出合计 2231546.29 



五、2017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明细表（按功能科目）
                                                                                                                           公开05表

部门：    单位：元

功能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231,546.29 2,231,546.29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63,888.93 1,263,888.93

  [2019999]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63,888.93 1,263,888.93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9,805.36 459,805.36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448,000.00 448,000.00

  [2089901]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805.36 11,805.36

[2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13,162.00 113,162.00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113,162.00 113,162.00

[221]住房保障支出 79,690.00 79,690.00

  [2210201]住房公积金 79,690.00 79,690.00

[229]其他支出 315,000.00 315,000.00

  [2299901]其他支出 315,000.00 315,000.00



六、2017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明细表 (按经济分类-基本支出)
公开06表

部门：  单位：元

类 款 经济科目款名称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2,231,546.29 2231546.2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75,532.21 1,175,532.21

30101   基本工资 899,888.00 899,888.00

30102   津贴补贴 96,240.00 96,240.00

30103   奖金 29,186.85 29,186.85

30104   社会保障缴费 124,967.36 124,967.3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5,250.00 25,25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8,750.00 418,750.00

30201   办公费 89,750.00 89,750.00

30202   印刷费 6,000.00 6,000.00

30205   水费 6,000.00 6,000.00

30206   电费 8,000.00 8,000.00

30207   邮电费 10,000.00 10,000.00

30211   差旅费 15,000.00 15,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30,000.00 30,000.00

30214   租赁费 12,000.00 12,000.00

30215   会议费 12,000.00 12,000.00

30216   培训费 3,000.00 3,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12,000.00 12,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 215,000.00 215,0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37,264.08 637,264.08

30302   退休费 448,000.00 448,000.00

30311   住房公积金 79,690.00 79,690.00

30315   物业服务补贴 109,574.08 109,574.08



七、2017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明细表（按经济分类-项目支出）
公开07表

部门：
 单位：元

项        目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八、2017年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及“三公”经费预算表
公开08表

部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机关运行经费
444,000.00

“三公”经费 12,000.00

        其中：（一）因公出国（境）支出

              （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1.公务用车购置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12,000.00

    注：1.“机关运行经费”填列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指行政单位、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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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车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
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九、2017年部门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公开09表

部门： 单位：元

功能科目名称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小计 其中：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十、2017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公开10表

部门：  单位：元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位）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项目支出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