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備送中心
2019年部「1預算編制悦明

一、基本取能及主要工作

(一 )込州市タト賀辻出口商品倍近中心黙有ヒ筒介

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倍近中′さ主要工作駅責足:力 逃

出口商品提供扱券,促逃迷州姪済友展;物姿商品借込、中

特。

(二 )込り11市首券局 2019キ菫
`点

工作

1、 負責市商券局属下的行政性資声変菅管理;

2、 久責市商券局属下的几今家属院的物立服弁管理;

3、 負責妹合亦公楼的物立服券管理;

4、 完成市商券局交外的其セエ作。

二、部門預算単位杓成

迷州市クト賓選出口商品倍近中|む 系迷州市商券局下属事

立単位。

三、収支預算情況滉明

接照妹合萩算的原只1,迷州市商券局所有牧入和支出均

幼入部11萩算管理。牧入包括:一般公共萩算抜款 1文入、上

年結特;支 出包括:商並服券立等支出、社会保障和就立支

出、工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迷州市外貿逃出口商品

倍近中,さ 2019年 1文支恙預算 209.7万元,♭ヒ2018年 1文支萩

算恙数減少 3.7万元,主要原因足取工退休,人員経費戒少。



(一 )掟入預井情死

迷州市外資逃出口商品倍近中
`む

2019年牧入萩算 209,7

万元,其 中:上年結特 o万元,占 0%;一般公共萩算抜款

牧入 209。7万元,占 loo%。

(二 )史出預井情死

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借逐中′む2019年支出萩算 209。7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96.8万元,占 46.2%;項 目支出 7.9

万元,占 3.8%;成本奏用 23万元,占 11%;寺項上解 82

万元,占 39.1%。

四、財政抜款牧支預算情況悦明

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借近中′む 2019年財IEX抜款牧支

恙萩算 209.7万元,♭ヒ2018年財政抜款牧支恙額預算城少
3.7万元,主要原因足取工退休,人員盗費城少。

牧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萩算抜款牧入 209.7万元、上

年生装一般公共萩算抜款 tll入 0万元 ;支 出包括:社会保障

和就立支出 17.4万元、工生健康支出 4.1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7.6万元,商並服券立等支出 180.6万元。

五、一般公共預算当年抜款情況悦明

(一 )一般公共預井当キ抜款規模変化情死

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倍近中′む 2019年 一般公共萩算
当年抜款 209.7万元,じヒ2018年萩算数戒少 3.7万元。主要

是取工退休,人員変奏城少。

(二 )一般/AN共預算当キ抜款錯杓llt尻



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17.4万元,占 8.3%;工生健康支

出4.1万 元,占 2%;住房保障支出7.6万元,占 3.6%;商 立

服券立等支出 180.6万元,占 86.1%。

(二 )一般/Ak共預井当キ抜款具体使用情尻

1.商 立服券立等支出 (美 )商立流通事弁 (款 )事立邁

行 (項 ):2019年萩算数 180.6万元主要用千人員姪費、日

常公用姪費、姿声象修費等方面的支出。

2.商立服券立等 (炎 )商立流通事券 (款 )一般行政管

理事券 (項 ):2019年 萩算数 1.9万元,主要用子:党建姪

費。

3.商止服券止等 (炎 )商立流逍事券 (款 )其他商立流

通事分 (項 ):2019年預算数 6万元,主要用千:外貿友晨

工作径費。

4。社会保障和就止 (美 )行政事立単位高ill休 (款 )机

美事止単位基本赤老保隆敷費支出(項 光2019年預算数 17.4

万元,主要用千実施界老保隆制度后,部 11接照規定林准由

単位敷幼的基本界老保隆費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止 (美 )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 (款 )机

美事立単位取立年敷費支出(項 ):2019年萩算数 4.8万 元 ,

主要用子実施赤老保隆制度后,部 11接照規定林准由単位敷

幼的取立年金支出。

6。工生健康支出 (炎 )行政事止単位医庁 (款 )事立単

位医症 (項 ):2019年萩算数力 4.1元 ,主要用千:単位基本



医症保隆敷菱支出。

7.住房保障 (美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釈金

(項 ):2019年 萩算数ヵ 7.6万元,主要用予:接照 《迷州

市住房公秋金管理条例》的規定,由単位及共在取取ェ敷幼

的住房公秋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情況悦明

迷州市外貿逃出口商品借逐中|む 2019年一般公共萩算

基本支出96.8万 元,其中:人員姿費 92.3万 元,主要包括:

基本工姿、津貼ネトル、社会保隆敷費、続数ェ姿等支出。

公用姪費 4.5万元,主要包括:亦公費、手須費、水費、

屯費、郎屯費、物並管理費、鍵修 (夕 )費 、培)1費 、ェ会

姿費、福利費等支出。

七、“三公"経費財政抜款預算安‖1情況悦明

迷州市外賓選出口商品倍近中′む2019年 “三公"姿 費

財IEl抜款萩算数 o万元,其 中:因公出国(境 )経費 o万元 ,

公券接待費 0万元,公券用率乃畳及逐行梁夕安 o万元。

(一 )因公出国 (境 )経費較 2018年 預算持平。主要

足迷州外貿選出口商品倍近中Jこ 未安引|。

(二 )公券接待費萄 2018年預算持平。主要足迷州タト

貿選出口商品儲近中′む未安排。

(三 )公券用卒乃畳及逐行鍵夕費較 2018年萩算持平。

其中:小堺年 1輌 ,炎千待扱疲状恣。



2019年末安劇松 券用率殉畳費。

2019年安劇}公券用キ近行象ゲ費 0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情況説明

迷州市外貿E4_出 口商品借近中′む2019年没有使用政府

性基金萩算抜款安‖F的 支出。

九、国有資本経菅預算支出情況説明

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借込中|む 2019年没有使用国有

資本姪菅預算抜款安羽F的 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項的情況悦明

(一 )机美近行経費

2019年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借込中′む系事立単位 ,

接規定未使用机美退行的相美科曰。

(二 )政府釆殉情況

2019年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借込中
`む

安羽}政府釆胸

萩算 0万元。

(三 )国有資声占有使用情況

裁至 2018年底,我 中′む共有キ輌 1輌 ,其 中,市象飯

早千部用牟 0輌、定向保障用キ 1輌、机法仇勤用40輌。

単位介値 200万元以上大型浚各 0合 (套 )。

2019年部11萩算未安羽}殉 畳卒輌及単位介値 200万元

以上大型浚各。

(四 )鏡妓曰林浚畳情況

須数日林足萩算編十1的 前提和基拙,接照“費随事定"

的原只1,我中′む未逃取部11預算項目編キ1了 須残曰林,主要

足項目資金♯常少,元法よ項目完成、項目数益、満意度等



方面浚畳了須敷指林。

十一、名詞解群

1.一般公共萩算抜款牧入:指市致財政当年抜付的資金。
2.商 立服券立等支出 (炎 )商 並流適事券 (款 )事立近

行 (項 ):足反映事立単位的基本文出。

3.商 立服券立等支出 (炎 )商上流週事券 (款 )一般行
政管理事券(項 ):指未単独浚畳項鉄科 目的其他項目支出。

4.商立服券立等支出 (炎 )商上流in_事芥 (款 )其他商
並流週事券 (項 ):指其他用予商上流垣事券方面的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立 (炎 )行政事並単位高退休 (款 )机

美事立単位基本未老保隆敷費支出 (項 ):指机美事並単位

実施赤老保隆制度由単位敷幼的基本未老保隆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立 (炎 )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 (款 )机

美事立単位取立年毅費支出 (項 ):指机美事並単位実施赤

老保陰制度由単位駁幼的取並年金支出。

7.工 生健康支出 (炎 )行政事並単位医庁 (款 )事止単

位医庁(項 ):足指事並単位用千毅幼単位基本医庁保隆支出。

8.住房保障 (炎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秋金 (項 ):

指接照 《迷州市住房公秋金管理条例》的規定,由 単位及其

在取取工敷存的K期住房借金。

9.基本支出:指ヵ保lll机杓正常近特、完成日常工作任

券両友生的人員支出和公用支出。

10.項 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え外力完成特定行政任券和



事立友晨目林所友生的支出。

H.“ 三公"姿 費:納入市須財政萩決算管理的 “三公"

径費,是指部11月 財政抜款安劇卜的因公出国 (境 )費、公券

用率殉畳及近行費和公券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国 (境 )費

反映単位公券出国 (境 )的 国昧旅奏、国外城市同交適費、

住宿費、侠食費、培)1費 、公染費等支出;公券用率乃畳及

近行費反映単位公弁用率キ輌殉畳支出 (合卒柄殉畳税 )及

租用費、燃料費、策修費、辻路ミ析費、保隆費、安全火励

費用等支出;公券接待費反映単位接規定升支的各炎公券接

待 (合外真接待 )支 出。

附件:表 1.部 |]牧支′悠表

表 1… 1.部 11牧入′意表

表 1…2.部 11支 出恙表

表 2.財政抜款牧支萩算恙表

表 2-1.財政抜款支出萩算表(政府経済分炎科曰 )

表 3.一 般公共萩算支出萩算表

表 3‐ 1.一般公共萩算基本支出預算表

表 3-2.一般公共預算項目支出萩算表

表 3‐3.一般公共萩算 “三公"姪費支出萩算表

表 4.政府性基金支出萩算表

表 4-1.政府性基金萩算 “三公"経費支出萩算表

表 5.国有資本姪菅萩算支出萩算表

表 6.2019年市級部11萩算須残曰林



部門預算llt支 忠表
表 1

単位:万元

1文 入 支 出

項 21)19年 預算数 項 |11 2019年 預算数

一、一般公共預算抜款1文 入 209 7 一般公共服勢支出

■、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1文 入 外交支出

三、国有資本姪菅預算抜款収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立 1文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立単位姪菅 1文入 五、教育支出

六、其他 1文 入 六、科学技本支出

七、文化旅滋体育ら借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と支出

九、社会保陰基金支出

十、工生健康支出

「  、市能ネ保支出

1 1、 城多社区支出

卜三、衣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送輸支出

|五、資源助探信慶、等支出

|六、商」′服勢」レ等支出 180 6

|七、金融支出

「 人、援助共他地区支出

「 九、国十海洋気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根油物資備各支出

二十二、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支出

二十三、欠害防治及庄急管理支出

|四 、預各安

二十五、其他支出

「 六、特移性支出

二十七、債努述本支出

二十八、債努利息支出

二十九、債努友行費用支出

本 年 1文 入 合 汁 209 7 本 年 支 出 合 }ト 209 7

八、用事立基金弥ネト牧支差額 三十、結結 ド年

九、上年編特

1文 ′は it入 209 7 汁支  出  意 209 7



表卜 1

部門預算収入忠表
単位:万元

項   目

合汁 上年結結
一般公共預

算抜款1文入

政府性基金預

算抜款牧入

国有資

本径菅

預算披

款牧人

事立収入

事立単位

姪菅収入

結移性1文入

其他1文入

用事立基

金弥ネト牧

支差飯

科目編隕
単位代B 単位名称  (科 目) 金額

其中:教
育収費

小十
上級ネト助
収入

附属単位上

数1文入美 款 項

合■ 209 7

送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情返中心 209 7

220202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赤老保隆数費支出

220202 机美事立単位りt」2年 金象費支出 4

11 220202 事立単位医庁

22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募 1 1

220202 事立返行 172 7

220202 其他商Jレ流通事努支出

1 320202 住房公秋金 7



表12

部 門 預 算 支 出 忠 表

単位:万元

項   目

合it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姪菅支出 成本費用
寺項上解―政府

凋控資金

上微_L象

支出

対附属単位ネト

助支出
科 目編碍

単位代ロ 単位名称 (科 目)

美 款 項

合汁 209.7 96.8 79

込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儲透中心 209,7 23.C

220202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弄老保隆数費支出

机美事立単位取立年金数費支出

220202 事立単位医庁

22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努 1 1

ｎ
υ 220202 事立返行 172 7 67 7

其他商立流通事努支出

220202 住房公釈金



財政抜款収支預算忠表

単位:万元

牧 入 支

項 日 2019年 預算数 項 合 II 般公共蕨算 政イf性 基金萩算 国泊資本径菅預算 11年 興イ政抜款外特

本年収入 209 7 本年支出 2091

般公共預算抜款1文 入 2097 一般公共服努支出

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収入 外交支出

固有資本姪菅預算抜款 1文入 国防支出

二、上年結若 公共安全文出

一般公共萩算披款 1文入 教育支出

政府性基金執算抜款 1文入 科学技木支出

固有資本螢菅故算披款 1文入 文化旅滋体育 !jイξ媒支出

上年財政抜款資金姑特 社会保障和就)レ支出 174 17

社会保隆基金支出

工生健康支出 41

市能ネ保支出

城多社区支出

衣林水支出

交通透輸支出

資源勘探倍息等支出

商Jレ 服勢」″等支出 1806 180 (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国上海洋気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7 7

根油物資llI各 支出

固有資本径菅預算支出

欠害防治及泣急管理支出

預各安

其他支出

特移性支出

債努述本支出

債労利息支出

債勢友行費用支出

二、結特 ド年

収 入 患 ll 支 出 恵 汁 209 7

表 2



表21

財政抜款支出預算表 (政府経済分美科目)

単位:万元

項   目

恵it

当年財政抜款 上年結結安引ト

科目編硼

科目名称 合汁

一般公共預算抜款 政府性基金預算

小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癸 款 小if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小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合il‐ 104 7 104.7 104 7

送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備返中心 104 7 104 7 104 7 96.8

対事並単位外常性ネト助 104 7 104 7 104 7

1 工資福利支出 92 3 92 3

商品和服努支出 12 1





表31

-般 公 共 預 算 基 本 支 出 預 算 表

単位:万元

姪済分癸科目 基本支出

科 目編調

単位代偶 科目名称 合 汁 人員銃費 公用姪費

癸 款

合 汁 96 8

迷州市外貿選出口商品儲送中心

工資福利支出

220202 基本工資

220202 た1只占ネト興古

220202 笏数:|:資 26 (

220202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井老保険微費

220202 取立年金激費 4

220202 取工基本医庁保崎激費 4 1 41

住房公釈金 7

商品和服勢支出 4

220202 亦公費 1 1

302 220202 手象費

220202 水費 0 1

220202 屯費

220202 郎屯費

220202 物12管理費

302 220202 鍵修 (夕 )`費

302 220202 培切安

220202 ■1会督費

220202 福利費 1.1 1 1



澤そ3-2

-般公共預算項目支出預算表
単位:万元

科目編隅
単位代偶 単位名称 (項 目) 金額

美 款 項

合引
‐

迷州市外貿逃出口商品llZ送 中心

一般行政管理事努

220202 党建径費

其他商立流通事勢支出

220202 外貿友展工作 1

220202 資声鍵修費



ラ乏3-3

-般公共預算 “三公"経費支出預算表
単位:万元

単位編隅 単位名称

当年財政抜款預算安排

合it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公努用卒殉畳及這行費

公努接待費
小it 公努用卒殉畳費 公努用準送行費



政府性基金支出預算表

表4

単位:万元

本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

単位名称 (科 目)



表41

政府性基金 “三公"経費支出預算表
単位:万元

単位編偶 単位名称

当年財政抜款預算安引ト

合‖
´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公努用牟殉畳及送行費

公努接待費
小if 公努用年殉畳費 公努用卒送行費



表5

国有資本簗菅預算支出預算表
単位:万元

項   目 本年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支出預算表

科目編隅

単位代偶 単位名称 (科 目) 合 ‖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癸 款 項



表6

2019年市吸部|]預算鏡数目林 (部 l]預算 )

単位名称 (政 日名称 )

項目資金

板算測算1/T准

及訳1算辻程
年度日林

綾数指 lT

資金意
額

財政披
款

英他姿

金

項目完成指lT 数益指林 満意度指lT

三致指林 指lT値 三飯指林 指林値 三象指lT 指林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