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豁夥啻露

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鲠 人 支  出

躐 爨
2● 18室舀

苹 嫦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篁
政府性基金

而篁

苓年 妖 人 rl J2.I.93 一、本年支出 7,921.93 5,509.26 2,412.67

9一 j一妖公关预算鼗款 5.509,26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二I哀窍哇墓金舐算授鑫 2,412,67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文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亿啐育与传媒支出

t全 恨璋和就业支出 725,43 725,43

走争 1孚 硷基金支出

医疗王生支出 62,71 62.71

节富邕环猓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7,049,45 4,636,78 2,412.67

二、上年结转 农杯水支出

(一 )一股公共预算拨藏 交通运输支出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资摁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著追眼务业等支出

圭遴支出

援黝其他地区支出

道主海洋气象等支出

注费绿障支出 81,34 84.34

鼙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泵各费

其铤支出

转移性支出

爨务还本支出

蕞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7,921,中芯 支出总计 7,921.93 5,509,26 2,4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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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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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9,26 5509.26

【80001】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本级 375,63 375,63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59,05 259,.05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9,05 259,05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9,05 259.0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92 89,92.

【20805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89.92 89.92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弟位离退休 89,92 89.92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4 5,4

E21011】 行政事此单位医疗 5,4 5,会

E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5.19 5,19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21 0.2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26 21,2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26 21,2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2.6 21.26

【80002】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中心 3525.02 3525.02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148.92 3148.92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148,92 3148,92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148.92 3148,9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5.34 355,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55,34 355,8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55.34 355,34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76 20,76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0.76 20.7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0.75 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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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名称

股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01 0,01

【80003】 湛江市玛珥湖医疗保健中心 349.79 349.79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46.57 346.57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6.57 346.57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6.57 346.57

【210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22 3.2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22 3.2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22 3.22

【8000创 湛江市森林公园管理处 1258.82 125~8.82

E212】 城乡社区支出 882.2‘ 882,24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82,24 882.24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82,24 882.2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17 28.0.17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体 280,17 280,17

mo8o5o21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17 280.17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3,33 33.33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3.33 33.33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1,97 31,97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36 1,36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3,08 63,0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3,08 63,0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3.08 63.0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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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部 门经济分类 )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单位 : 万 元

部门经济科 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5,509,26

r8ooo1】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本级 375,63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58,70

【30101】 基本工资 66.ll

【30102】 |津贝占补贝占 83,00

【30103】 奖金 27,96

【30108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75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65

【30113】 住房公积金 21,26

【301991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4,9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75

【30201】 办公费 18.00

【302.07】  I各阝电:费
4,62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2.53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5.18

【30302】 退休费 75,18

【80002】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中心 3,525..02

【301】 11资福利支出 1,156.34

E30101】 基本工资 405.92

【30103】 奖金 50.74

【301071绩效工资 383.7.8|

【30108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0.69

【301111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0,07

【30199,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95,1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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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部 门经济分类 )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 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0201】 办公费 100,00

mO202】  印l帚刂费 180,00

【3020四 手续费 1,00

【3020..5】  `κ 费 30,44

【30206】 电费 100.00

【30207】 邮电费 |O1.25

【30211】 差旅费 30.00

‘30212】 困公出国 (境)费用 10.00

〖30213】 维修 (护 )费 765.03

【30214】 租赁费 23.00

【3|0215】 会议费 10.00

E30216】 培训费 1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28.00

【30218】 专用材料费 10.00

【30226】 劳务费 15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00

【302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5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3031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9.96

【30301】 离体费 33.77

【30302】 退休费 183.50

【30309】 奖励金 2,69.

【80003】 湛江市玛珥湖医疗保健中心 349.79

【301】 王资福利支出 349.79

【30101】 基本工资 140.83

【30103】 奖金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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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年一 股 公 共 预 算 基 本 支 出 表 (部门 经 济 分 类 )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申.位 :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一股公共预算拨款

【301071绩效工资 136,6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22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1.52

【80004】 湛江市森林公园管理处 1.,258,8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045,18

【30101】 基本工资 259,45

【30102】  拦聿贝占补贝占 72..82

【30103】 奖金 64.86

【30107】 绩效工资 201,33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2.75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58

【30113】 住房公积金 63.08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50,31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3.64

【30301】 离体费 12.68

r3o3o2】 退休费 200.58

130309】 奖励金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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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一股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5,509.26

80001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本级 375,63

501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58.70

50101 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177.07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5.40

50103 住房公积金 21.26

50199 其他工资柏利支出 54.97

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41.75

50201 办公经费 35. 15

.5· 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0

509 对个入和家庭的补助 75。 18

50905 离退休费 75.18

80002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中心 3,525.02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305.06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56.34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钅 8,72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9.96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2,69

50905 离退体费 217。 27.

.80003
湛江市玛珥湖医疗保健中心 349.79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49.79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49。 79

80004 湛江市森林公园管理处 1,258,82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l,045,18

50501 l∶ 资福利支出 1,()45.18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3,64

附件5

部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政府经济分类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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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经济科目名称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0,38社会福利和救助.50901

213.26离退休费5.0905

附件5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政府经济分类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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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

”经费支出表

△1工 :`,,1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亠
L

口
'l

66。 00

1、 因公出国 (境 )费用

2、 公务接待费 11 00

3、 公务用车费 55。 00

其中: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5.00

(2)公务用车购置

第 9页



附件7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单位 :万元

功能科目名称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2412.67 2412.67

【80001】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本级 882.32 832.32

城乡社区支出 832.32 832,32

E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
832.32 832.32

【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832.32 832.32

【80004】 湛江市森林公园管理处 1580.35 1580.35

城乡社区支出 1580.35 1580.35

【212081国有土地使 出 1580.35 1580.35

【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1580.35 15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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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18年部门收支总表

收入 支出 支出 支出

项 目
2018年

预 笪
项日 (部门经济分类)

2018年

而篁
项目 (政府经济分类 )

2018年

预 算
项 目

2018年

预箕
一、一股预算经费安排拨款 5509.26 一、擗本支 H1 5509.26 -、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4052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基金预算拨款 2412 67 工资福利支出 28I()~()1
二 、机关商品和服务文
出

424,45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2190 47
三 、机关 资本性支出
(一 )

50 三、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拨款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08 78 匹、机关 资本性支出
(厂△.) 四、公共安全支出

瓦、事业收入
6096.17 五、教育支出

^、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i、 顼日支出 2412 67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
补助

172.91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其他收入 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 七 、对企业补助 乇、文化体自与传媒支出

基本建设类项H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文HJ 八、社会保障和就
`IL支

‘H 725.43

其他类项目支出 九、对个人用家庭补助 5()8 78 九、社会保险鼬 支出

、对社会保障綦金补
十、医疗卫生支出 62.71

二、事业嚓位经营支出 十一、 节ˉ
能环保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 HI |^工 、城乡社区支出 7()49,45

l三 、转移性支出 |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其他支出 264 12 十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十六 、尚业服务业等艾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81.34

二 1ˉ
-、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工十三、预备资

二十四、其他支出

二十五、转移性支出

工十六、债务还本支出

工 l-七 、债务付息支出

工 卜八、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7921,93 本年支出合计 7921.93 本年支fl|合 计 7921 93 本年支出合讠
|

7921.93

八、上级补助收入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九、附属单位。L缴收入 五、 L缴 0级支·
l(

十、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六、结转下午

十 -、 上午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7921 93 支出总计 7921,93 支出总计 7921.93 支出总计 7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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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部门收入表
中位 :万元

收入项目

其他资金

其他收
入

位经营
事业收

入
预算拨
款

国有资

本经营 财政专

户拨款
基金预算

拨款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总计功能科 目名称

2412.675509.7921,合计

832.1207,95 375.63风景区管理局本【800011

89.89【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89,92【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89.89.92【2080501】 丿彐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5.4【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4【2101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95,19【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0,210,21【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832.32259.051091.3.7【212】 城乡社区支出

259。259.【21205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9259.【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32(32832.
计收入E212081国 有土地使用权

832,32832,32【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21,2621.26【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21.2m21o2】 住房改革支出

21.2621.【22102011住 房公积金

3525.3525,【80002】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中心

355,34355,【208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5.355,【20805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55.355【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7620.【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20,7【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020.75【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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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部门收入表
单位 :万元

功能科目名称 总计

收入项 目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

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金

事业收

入

事业单

位经营
师入

其他收

入

【21011o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01 0.01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1△8,92 3148.92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148,92 3148.92

【212o5o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148.92 3148.92

【80003】 湛江市玛珥湖医疗保健中心 349,79 349,7.9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22 3,2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22 3,22

【21o11o2】 事业单位医疗 3.22 3.22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46,57 346,57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6,57 346.57

【21205o11城 乡社区环境卫生 346.57 346.57

【80004】 湛江市森林公园管理处 2839.17 1258.82 1580.3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17 280.,17

【20805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17 280,17

【208o5o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17 280,17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3.33 33,33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3.33 33.33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1,97 31,97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36 1.36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462.59 882,24 1580.35

【21205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82.24 882.24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82.2全 882.24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80.35 1580,35

【21208o3】 城市建设支出 1580.35 15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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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部 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部门收入表
单位 :万元

功能科目名称 总 计

收入项 目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

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其他资金

事业收

入

事业单

位经营
刂々入

其他收
入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3,08 63.08

【2210” 住房改革支出 63.08 63.0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3,08 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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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部门支出表

功能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 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事业单

位经营

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合计 7,921.93 5,509.26 2,412,67

【80001】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本级 1,207。 95 375.63 832.32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92 89,92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89,92 89,92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89,92 89,92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40 5.40

(210上 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40 5.4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5.19 5.19

【21011031公 务员医疗补助 0.21 0.21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091.37 259.05 832.32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9,05 259.05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9,05 259,05

【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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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2 832.32

【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832.32 832.3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26 21,2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26 21.2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26 21,26

【80002】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申心 3,525.02 3,525,0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5,3座 355,34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55,34 355.34

【208050” 事业单位离退休 355.3.4 355,34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76 20.76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0.76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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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部门支出表

功能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事业单

位经营

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r21o11o2】 事业单位医疗 20.75 20,75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01 0,01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148.92 3,148.92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148.92 3,148,92

【21205011城 乡社区环境卫生 3,148.92 .3,148,9.2.

180003,湛江市玛珥湖医疗保健中心 349.79 349,79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22 3,22

【2101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22 3,22

【21011021事 业单位医疗 3,22 3,22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46.57
.346.57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6,57 346.57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346,5.7 346.57

【80004】 湛江市森林公园管理处 2,839.17 1,258.82 1,580.3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17 280.17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17 280.17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80,17 280.17

Ⅱ210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3.,33 33.33.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3.33 33,33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1,97 31,97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36 1.36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462.59 882.24 1,580.35

【21205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82,24 882.24

【21205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82,24 8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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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部门名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2018年部门支出表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事业单

位经营

支出

上缴上

级文出
项目支出基本支出总 计功能科目名称

|,580.35l,580,35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21208】 国|有土地使用

1,580,1,580..35
【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6.3.63..0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3.0863.08
【2210” 住房改革文出

63.63.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第 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