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税收收入小计 319530

一、增值税 123200

二、企业所得税 30560

三、个人所得税 14100

四、城市维护建设税 28900

五、房产税 8200

六、印花税 4990

七、城镇土地使用税 8700

八、土地增值税 40030

九、车船税 3850

十、耕地占用税 1900

十一、契税 53100

十二、其他税收收入 2000

非税收入小计 82670

十三、专项收入 32501

十四、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9375

十五、罚没收入 8403

十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9706

十七、其他收入 1268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402200

2018年温江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表2

单位：万元

小计 全区自有财力
上级提前通知
专项转移支付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4054 84054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39939 39939

五、教育支出 82124 82124

六、科学技术支出 9107 9107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764 5764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358 38358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7326 27326

十、节能环保支出 8104 8104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60593 60593

十二、农林水支出 32214 32214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23824 23824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5162 65162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918 6918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800 2800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5181 5181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4798 14798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49 749

二十一、预备费 5200 5200

二十二、其他支出 7922 7922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5000 5000

二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525137 525137

2018年温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表3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22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5137

转移性收入 154437 转移性支出 31500

  上级补助收入 49000   上解上级支出 31500

    返还性收入 19000     体制上解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000     专项上解支出 3150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拨付国债转贷资金数

  国债转贷收入   国债转贷资金结余

  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收入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调入资金   105437     补充预算周转金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金 105437     其他调出资金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从其他资金调入

收  入  总  计 556637 支  出  总  计 556637

2018年温江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平衡表



表4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税收收入小计 319530

一、增值税 123200

二、企业所得税 30560

三、个人所得税 14100

四、城市维护建设税 28900

五、房产税 8200

六、印花税 4990

七、城镇土地使用税 8700

八、土地增值税 40030

九、车船税 3850

十、耕地占用税 1900

十一、契税 53100

十二、其他税收收入 2000

非税收入小计 82670

十三、专项收入 32501

十四、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9375

十五、罚没收入 8403

十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9706

十七、其他收入 1268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402200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表5

单位：万元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4054

其中：人大事务 2622

  其中：行政运行 2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5

        人大会议 60

        人大监督 30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 60

        事业运行 193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2

     政协事务 1910

  其中：行政运行 1624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86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42483

  其中：行政运行 1518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356

        机关服务 4664

        法制建设 218

        信访事务 2236

        事业运行 1981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13841

     发展与改革事务 4366

  其中：行政运行 110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0

        社会事业发展规划 275

        物价管理 75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2778

     统计信息事务 1795

  其中：行政运行 1440

        专项统计业务 355

     财政事务 2403

  其中：行政运行 182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80

        财政监察 105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98

     审计事务 1099

  其中：行政运行 571

        审计业务 424

        审计管理 59

        信息化建设 37

        其他审计事务支出 8

     人力资源事务 1124

  其中：行政运行 35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2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640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纪检监察事务 1836

  其中：行政运行 125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2

        大案要案查处 60

        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2

     商贸事务 2707

  其中：行政运行 146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2

        招商引资 568

        其他商贸事务支出 666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3250

  其中：行政运行 3107

        工商行政管理专项 15

        执法办案专项 118

        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 539

  其中：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及业务管理 511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8

        其他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支出 20

     民族事务 286

  其中：行政运行 15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00

        民族工作专项 27

     宗教事务 109

  其中：行政运行 109

     港澳台侨事务 270

  其中：行政运行 21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0

     档案事务 351

  其中：行政运行 243

        档案馆 108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259

  其中：行政运行 14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8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20

     群众团体事务 1759

  其中：行政运行 52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7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514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6526

  其中：行政运行 4081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364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80

     组织事务 2298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其中：行政运行 63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60

     宣传事务 3104

  其中：行政运行 71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392

     统战事务 802

  其中：行政运行 363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39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2158

  其中：行政运行 1294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10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53

二、公共安全支出 39939

其中：武装警察 2297

  其中：内卫 146

        消防 2152

     公安 25714

  其中：行政运行 1776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80

        治安管理 5663

        禁毒管理 253

        道路交通管理 950

        拘押收教场所管理 700

     检察 2034

  其中：行政运行 174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84

        公诉和审判监督 75

        执行监督 29

     法院 3256

  其中：行政运行 222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027

     司法 2002

  其中：行政运行 122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2

        基层司法业务 90

        普法宣传 195

        律师公证管理 126

        法律援助 156

        社区矫正 55

     国家保密 480

  其中：行政运行 274

        保密管理 206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4156

  其中：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4156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三、教育支出 82124

其中：教育管理事务 4058

  其中：行政运行 254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7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1471

     普通教育 48788

  其中：学前教育 6892

        小学教育 18766

        初中教育 13829

        高中教育 9300

     职业教育 3007

  其中：职业高中教育 3007

     成人教育 14

  其中：其他成人教育支出 14

     特殊教育 377

  其中：特殊学校教育 257

        其他特殊教育支出 121

     进修及培训 2891

  其中：教师进修 2505

        干部教育 386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1350

  其中：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1350

     其他教育支出 11639

  其中：其他教育支出 11639

四、科学技术支出 9107

其中：科学技术管理事务 2121

  其中：行政运行 1975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43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3

     技术研究与开发 490

  其中：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30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460

     科技条件与服务 230

  其中：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230

     科学技术普及 311

  其中：科普活动 51

        其他科学技术普及支出 26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955

  其中：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5955

五、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764

其中：文化 2633

  其中：行政运行 63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

        图书馆 298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文化活动 82

        群众文化 456

        文化市场管理 30

        其他文化支出 1132

     文物 244

  其中：文物保护 96

       其他文物支出 148

     体育 1032

  其中：行政运行 198

        体育竞赛 108

        体育训练 244

        体育场馆 102

        群众体育 321

        其他体育支出 58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1777

  其中：行政运行 1087

        电影 19

        出版发行 91

        其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支出 58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79

  其中：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79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358

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521

  其中：行政运行 2680

        综合业务管理 496

        劳动保障监察 25

        就业管理事务 518

        信息化建设 32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601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25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145

     民政管理事务 4249

  其中：行政运行 1271

        拥军优属 10

        老龄事务 158

        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 5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398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240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1001

  其中：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3

        事业单位离退休 139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1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129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814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312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192

     就业补助 800

  其中：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800

     抚恤 6398

  其中：死亡抚恤 380

        伤残抚恤 1005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2191

        优抚事业单位支出 124

        义务兵优待 1827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 720

        其他优抚支出 150

     退役安置 1789

  其中：退役士兵安置 700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826

        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 194

        退役士兵管理教育 50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19

     社会福利 3304

  其中：儿童福利 26

        老年福利 1384

        殡葬 488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1406

     残疾人事业 1772

  其中：行政运行 32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6

        残疾人康复 252

        残疾人就业和扶贫 73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115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836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50

  其中：地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50

     红十字事业 195

  其中：行政运行 12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5

     最低生活保障 1200

  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400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800

     临时救助 181

  其中：临时救助支出 40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41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676

  其中：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26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650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其他生活救助 21

  其中：其他农村生活救助 21

     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2000

  其中：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2000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2

  其中：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2

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7326

其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1723

  其中：行政运行 663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90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 769

     公立医院 3001

  其中：综合医院 1799

        中医（民族）医院 689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5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232

  其中：乡镇卫生院 934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1298

     公共卫生 7620

  其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797

        卫生监督机构 620

        妇幼保健机构 854

        精神卫生机构 33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500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23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20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3265

     中医药 72

  其中：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72

     计划生育事务 2081

  其中：计划生育服务 686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1395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1601

  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54

        药品事务 26

        食品安全事务 379

        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 42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617

  其中：行政单位医疗 2121

        事业单位医疗 3002

        公务员医疗补助 372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122

     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2260

  其中：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2260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医疗救助 300

  其中：城乡医疗救助 300

     优抚对象医疗 300

  其中：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300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20

  其中：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520

八、节能环保支出 8104

其中：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3140

  其中：行政运行 674

        环境保护宣传 60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2406

     环境监测与监察 188

  其中：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 188

     污染防治 4710

  其中：水体 4710

     污染减排 66

  其中：环境执法监察 66

九、城乡社区支出 60593

其中：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25155

  其中：行政运行 5975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31

        城管执法 3311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14739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561

  其中：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561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4814

  其中：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4814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071

  其中：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25071

     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143

  其中：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143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850

  其中：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850

十、农林水支出 32214

其中：农业 6497

  其中：行政运行 144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5

        事业运行 2297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566

        病虫害控制 170

        农产品质量安全 100

        执法监管 120

        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22

        农业行业业务管理 576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14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45

        其他农业支出 1085

     林业 2698

  其中：行政运行 56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7

        林业事业机构 532

        森林培育 20

        林业技术推广 30

        森林资源监测 21

        动植物保护 5

        林业执法与监督 10

        林业检疫检测 6

        林业质量安全 30

        林业工程与项目管理 16

        林业产业化 1315

        信息管理 50

        林区公共支出 30

     水利 3894

  其中：行政运行 1584

        水利执法监督 20

        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459

        防汛 120

        农田水利 263

        其他水利支出 1449

     扶贫 1000

  其中：生产发展 1000

     农业综合开发 100

  其中：土地治理 100

     农村综合改革 18024

  其中：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 4869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6471

        其他农村综合改革支出 6684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23824

其中：公路水路运输 23824

  其中：行政运行 943

        公路养护 2432

        公路运输管理 161

        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 20287

十二、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5162

其中：制造业 49090

  其中：医药制造业 39090

        其他制造业支出 10000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5193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其中：行政运行 125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36

        信息安全建设 20

        无线电监管 2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2604

        其他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支出 175

     安全生产监管 1043

  其中：行政运行 534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

        安全监管监察专项 397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110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9836

  其中：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9695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41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918

其中：商业流通事务 373

  其中：行政运行 329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44

     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2785

  其中：行政运行 41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02

        旅游宣传 142

        其他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2125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760

  其中：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76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000

  其中：其他商业服务业的支出 3000

十四、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800

其中：住房保障 2800

  其中：住房保障 2800

十五、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5181

其中：国土资源事务 4550

  其中：行政运行 66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01

        国土资源规划及管理 143

        土地资源调查 450

        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 21

        国土资源调查 200

        国土整治 46

        地质灾害防治 20

        土地资源储备支出 89

        事业运行 689

        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 631

     气象事务 632



表5

单位：万元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其中：气象事业机构 291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341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14798

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106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106

     住房改革支出 14379

  其中：住房公积金 14379

     城乡社区住宅 313

  其中：住房公积金管理 313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49

其中：粮油事务 544

  其中：行政运行 33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

        其他粮油事务支出 202

     粮油储备 205

  其中：储备粮油补贴 205

十八、预备费 5200

十九、其他支出 7922

  其中：其他支出 7922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5000

  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5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525137



表6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22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5137

转移性收入 154437 转移性支出 31500

  上级补助收入 49000   补助下级支出

    返还性收入 19000     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000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上解收入   上解支出 31500

    体制上解收入     体制上解支出

    专项上解收入     专项上解支出 31500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债务转贷支出

  国债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拨付转贷资金数

  上年结余收入   国债转贷资金结余

  调入资金   105437   调出资金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金 105437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补充预算财转金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其他调出资金

        从其他资金调入 省级预备费

收  入  总  计 556637 支  出  总  计 556637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平衡表



表7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上级补助收入 49000

    返还性收入 19000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7539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649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8698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41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5482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1350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0000

      体制补助收入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6864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825

      结算补助收入 4539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417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570

      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3329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2648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8669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边疆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139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18年上级对温江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预算表



表8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名称 预算数

合计

一、区对镇（街道）转移支付

（一）区对镇（街道）一般性转移支付

（二）区对镇（街道）专项转移支付

二、区对镇（街道）税收返还

注：镇（街道）资金管理模式已参照部门预算管理，故本表无数据

2018年温江区对镇（街道）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预算表



表9

单位：万元

地  区 预算数

合计

注：镇（街道）资金管理模式已参照部门预算管理，故本表无数据

2018年温江区转移支付分镇（街）预算数



表10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合计 196491

工资福利支出 164931

  基本工资 33274

  津贴补贴 17155

  奖金 1394

  伙食补助费 149

  绩效工资 2005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3121

  职业年金缴费 495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8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63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231

  住房公积金 14834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3011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686

  办公费 2851

  印刷费 637

  咨询费 109

  手续费 15

  水费 449

  电费 999

  邮电费 1890

  取暖费 2

  物业管理费 1153

  差旅费 1592

  维修(护)费 1824

  租赁费 823

  会议费 125

  培训费 598

  公务接待费 113

  专用材料费 963

  被装购置费 66

  专用燃料费 79

  劳务费 1121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2018年温江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委托业务费 635

  工会经费 1404

  福利费 50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898

  其他交通费用 2734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10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26

  离休费 421

  退休费 833

  生活补助 336

  医疗费 103

  奖励金 14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19

资本性支出 848

  办公设备购置 349

  专用设备购置 218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05

  其他资本性支出 176



表11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合   计

一、区本级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外交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医疗与计划生育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其他支出

二、对下转移支付

2018年温江区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表 



表12

单位：亿元

项        目 金    额

一、2016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6.19

二、2017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举借额 6.35

三、2017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偿还减少额 2.85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还本额 2.85

四、2017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19.68

注：本表反映的举借额和偿还额均包含置换债券。

2017年温江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



表13

 
单位：亿元

地        区 2018年限额

温江区 20.19

2017年温江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分地区限额表



表14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8360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55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50418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8500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2600

收入合计 410033

2018年温江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表15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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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88

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000

三、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5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1000

五、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600

六、债务付息支出 21830

支出合计 338073

2018年温江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16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410033 政府性基金支出 338073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支出 71960

上级补助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71960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专项债务收入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上年结转收入

收入总计 410033 支出总计 410033

2018年温江区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衡表



表17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8360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55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50418

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8500

五、污水处理费收入 2600

收入合计 410033

2018年温江区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表18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城乡社区支出 31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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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88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36075

      土地开发支出 7900

         城市建设支出 1123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31000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39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000

         土地开发支出 600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5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1000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1000

 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600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2600

二、债务付息支出 2183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1830

支出合计 338073

2018年温江区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19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政府性基金收入 410033 政府性基金支出 338073

转移性收入 0 转移性支出 71960

上级补助收入 补助下级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71960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债务转贷支出 0

     专项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上年结转收入

收入总计 410033 支出总计 410033

2018年温江区区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衡表



表20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上级补助收入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五、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十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二、车辆通行费

   十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十四、民航发展基金收入

   十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十六、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十八、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十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2018年上级对温江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预算表



表21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补助下级支出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支出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支出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九、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二、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十三、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十四、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十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六、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十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注：镇（街道）资金管理模式已参照部门预算管理，故本表无数据

2018年温江区对镇（街道）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补助预算表



表22

单位：亿元

项        目 金    额

一、2016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64.32

二、2017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举借额 25.69

三、2017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偿还减少额 25.52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还本额 25.52

四、2017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64.49

注：本表反映的举借额和偿还额均包含置换债券。

2017年温江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



表23

 
单位：亿元

地        区 2017年限额

温江区 65.67

2017年温江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分地区限额表



表24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83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83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二、股利、股息收入 2300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300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533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533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0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收入 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91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性收入

上年结转收入 1670

2018年温江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



表25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00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000

          其中：“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000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其中：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其中：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其他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一）调出资金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00

结转下年支出

2018年温江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26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83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83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二、股利、股息收入 2300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300

三、产权转让收入 533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533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91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性收入

上年结转收入 1670

2018年温江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



表27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00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000

          其中：“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000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其中：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三）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转移性支出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二）调出资金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00

结转下年支出

2018年温江区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28

单位：万元

地区 预算数

合计

注：镇（街道）资金管理模式已参照部门预算管理，故本表无数据

2018年温江区对镇（街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表



表29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简要说明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收益

          其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工伤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五、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生育保险费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生育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

2018年温江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表29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简要说明

2018年温江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缴费收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

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缴费收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收益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集体补助收入

          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九、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助收
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收
益

          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缴费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注：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级次在省和市，区本级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表30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简要说明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基本养老金

          医疗补助金

          丧葬抚恤补助

          其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失业保险金

          医疗保险费

          丧葬抚恤补助

          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

          其他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待遇支出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待遇支出

          其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工伤保险待遇

          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其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五、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生育津贴支出

          其他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医疗待遇支出

          大病医疗保险支出

          其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医疗待遇支出

          大病医疗保险支出

          其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018年温江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表



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

          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九、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医疗待遇支出

          大病医疗保险支出

          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注：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级次在省和市，区本级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表31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简要说明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收益

          其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失业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工伤保险费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工伤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其他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

五、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助
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
收益

          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注：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级次在省和市，区本级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8年温江区区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表32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简要说明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基本养老金

          医疗补助金

          丧葬抚恤补助

          其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失业保险金

          医疗保险费

          丧葬抚恤补助

          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

          其他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待遇支出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待遇
支出

          其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工伤保险待遇

          劳动能力鉴定支出

          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其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上解统筹基金支出

五、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注：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统筹级次在省和市，区本级未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8年温江区区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33

单位：亿元

项        目 金    额

一、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0.50

二、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举借额 32.04

三、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减少额 28.37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还本额 28.37

四、201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4.17

注：本表反映举借额和偿还额均包含置换债券。

2017年温江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汇总表



表34

 
单位：亿元

地        区 2018年限额

温江区 85.86

2017年温江区地方政府债务分地区限额汇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