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71,898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32,639 

上级补助收入 82,813 上解上级支出 22,783 

  返还性收入 6,378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7,918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8,517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

结余 
      

上年结余 594     

调入资金 3,345 调出资金 837 

债务(转贷)收入 5,943 债务还本支出 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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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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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657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164,619 支  出  总  计 164,619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算

数% 
比上年增长% 

一、税收收入 49,456 49,219 45,644 92.7 -0.4  

    增值税 22,256 20,610 18,578 90.1 -9.1  

    企业所得税 3,655 6,122 5,498 89.8 63.7  

    个人所得税 1,398 1,571 1,421 90.5 10.7  

    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3,256 3,377 3,041 90.1 1.6  

    房产税 1,972 1,752 1,573 89.8 -13.2  

    印花税 823 1,101 993 90.2 31.3  

    城镇土地使用税 2,860 2,987 2,686 89.9 2.2  

    土地增值税 5,432 3,960 4,223 106.6 -15.4  

    车船税 3,140 3,310 2,979 90.0 3.2  

    耕地占用税 4,571 4,334 4,566 105.4 -0.1  

    契税           

    烟叶税           

    环境保护税 93 95 86 90.5 1.2  

    其他税收收入         -100.0  

二、非税收入 25,060 20,920 26,254 125.5 10.2  

    专项收入 2,478 2,308 2,347 101.7 -0.6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545 5,855 7,810 133.4 47.9  

    罚没收入 490 496 496 100.0 1.2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208 5,631 7,931 140.8 1.5  

    其他收入 8,339 6,630 7,670 115.7 -2.6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74,516 70,139 71,898 102.5  3.2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

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算

数% 
比上年增长%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103 20,178 19,621 97.2  -31.1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4 4 100.0  -50.0  

四、公共安全支出 4,309 3,209 3,209 100.0  -42.0  

五、教育支出 22,012 26,605 26,505 99.6  -5.7  

六、科学技术支出 234 709 709 100.0  73.8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12 513 513 100.0  -5.5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966 22,882 22,882 100.0  -1.4  

九、卫生健康支出 12,595 18,380 18,380 100.0  13.4  

十、节能环保支出 549 1,474 1,474 100.0  -0.5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12,611 5,148 5,148 100.0  -65.2  

十二、农林水支出 7,687 10,278 10,278 100.0  8.0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862 2,253 2,253 100.0  102.8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61 358 358 100.0  -19.6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9 154 154 100.0  40.0  

十六、金融支出         -100.0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6 255 255 100.0  -17.7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3,179 17,579 17,579 100.0  57.8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75 375 100.0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17 505 505 100.0  -8.2  

二十二、预备费 3,0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1,116 1,116 100.0  290.2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1,249 1,321 1,321 100.0  9.4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12,881 133,296 132,639 99.5  -7.5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1）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621 

  人大事务 527 

    行政运行 527 

  政协事务 431 

    行政运行 431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2,078 

    行政运行 11,859 

    信访事务 219 

  发展与改革事务 399 

    行政运行 374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5 

  统计信息事务 260 

    行政运行 215 

    专项普查活动 30 

    统计抽样调查 15 

  财政事务 566 

    行政运行 509 

    预算改革业务 6 

    财政国库业务 3 

    财政监察 48 

  审计事务 200 

    行政运行 158 

    审计业务 42 

  人力资源事务 545 

    行政运行 452 

    其他人力资源事务支出 93 

  纪检监察事务 1,222 

    行政运行 1,222 

  商贸事务 185 

    行政运行 16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 

    对外贸易管理 6 

  民族事务 36 

    行政运行 3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2）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档案事务 82 

    行政运行 77 

    档案馆 5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68 

    行政运行 67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1 

  群众团体事务 174 

    行政运行 15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900 

    行政运行 830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70 

  组织事务 494 

    行政运行 42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5 

    公务员事务 10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2 

  宣传事务 372 

    行政运行 364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8 

  统战事务 322 

    行政运行 193 

    宗教事务 129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 17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 162 

  网信事务 9 

    信息安全事务 9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574 

    行政运行 539 

    市场秩序执法 3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32 

国防支出 4 

  国防动员 4 

    民兵 4 

公共安全支出 3,209 

  公安 674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3）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74 

  检察 736 

    行政运行 736 

  法院 1,180 

    行政运行 961 

    “两庭”建设 219 

  司法 619 

    行政运行 562 

    普法宣传 23 

    法律援助 23 

    社区矫正 11 

教育支出 26,505 

  教育管理事务 764 

    行政运行 764 

  普通教育 23,698 

    学前教育 472 

    小学教育 19,226 

    初中教育 2,413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1,587 

  进修及培训 233 

    教师进修 233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61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619 

  其他教育支出(款) 191 

    其他教育支出(项) 191 

科学技术支出 709 

  科学技术管理事务 446 

    行政运行 138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308 

  应用研究 100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100 

  技术研究与开发 34 

    机构运行 10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24 

  社会科学 2 

    其他社会科学支出 2 

  科学技术普及 102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4）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机构运行   

    科普活动 3 

    其他科学技术普及支出 99 

  科技重大项目 25 

    科技重大专项 2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13 

  文化和旅游 512 

    行政运行 358 

    文化活动 31 

    群众文化 42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81 

  文物 1 

    文物保护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88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048 

    行政运行 4,035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13 

  民政管理事务 969 

    行政运行 570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394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190 

    行政单位离退休 705 

    事业单位离退休 85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097 

    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3,536 

  企业改革补助 39 

    其他企业改革发展补助 39 

  就业补助 500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200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0 

  抚恤 1,238 

    死亡抚恤 20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38 

    义务兵优待 39 

    其他优抚支出 1,141 

  退役安置 553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5）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退役士兵安置 365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188 

  社会福利 244 

    儿童福利 22 

    老年福利 217 

    殡葬 5 

  残疾人事业 407 

    行政运行 180 

    残疾人康复 36 

    残疾人就业和扶贫 2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14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40 

  最低生活保障 1,940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1,440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500 

  临时救助 80 

    临时救助支出 73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7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58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158 

  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3,315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3,315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177 

    行政运行 101 

    拥军优属 65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11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24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 24 

卫生健康支出 18,380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541 

    行政运行 541 

  公立医院 288 

    综合医院 188 

    其他公立医院支出 1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56 

    乡镇卫生院 276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180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6）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公共卫生 4,689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621 

    卫生监督机构 166 

    妇幼保健机构 21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190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92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380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194 

  计划生育事务 1,450 

    计划生育服务 1,444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6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149 

    行政单位医疗 1,265 

    事业单位医疗 884 

  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8,328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8,321 

    财政对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7 

  医疗救助 183 

    城乡医疗救助 183 

  优抚对象医疗 77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77 

  医疗保障管理事务 26 

    行政运行 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8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 193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项) 193 

节能环保支出 1,474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604 

    行政运行 604 

  污染防治 268 

    大气 251 

    水体 17 

  自然生态保护 397 

    农村环境保护 397 

  能源节约利用(款) 81 

    能源节约利用(项) 81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 124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7）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 124 

城乡社区支出 5,148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708 

    行政运行 1,561 

    城管执法 43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104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 3,44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 3,440 

农林水支出 10,278 

  农业农村 6,425 

    行政运行 1,561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1 

    病虫害控制 19 

    行业业务管理 8 

    防灾救灾 18 

    农业结构调整补贴 29 

    农业生产发展 448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29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10 

    农田建设 4,088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214 

  林业和草原 643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 

    森林资源培育 606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1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11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23 

  水利 1,521 

    行政运行 187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45 

    防汛 25 

    抗旱 19 

    农村水利 17 

    农村人畜饮水 10 

    其他水利支出 1,212 

  农村综合改革 1,623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8）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 207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1,316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 100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66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66 

交通运输支出 2,253 

  公路水路运输 1,221 

    行政运行 673 

    公路建设 481 

    公路养护 67 

  车辆购置税支出 1,032 

    车辆购置税用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495 

    车辆购置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支出 531 

    车辆购置税其他支出 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58 

  制造业 25 

    其他制造业支出 25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5 

    行政运行 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325 

    行政运行 325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款) 3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项) 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4 

  商业流通事务 86 

    行政运行 84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2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8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8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 5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项) 5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55 

  自然资源事务 255 

    行政运行 255 

住房保障支出 17,579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14,496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9）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棚户区改造 3,219 

    老旧小区改造 11,277 

  住房改革支出 3,083 

    住房公积金 3,083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75 

  重要商品储备 375 

    医药储备 375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05 

  应急管理事务 351 

    行政运行 344 

    安全监管 7 

  消防事务 154 

    行政运行 154 

其他支出(类) 1,116 

  其他支出(款) 1,116 

    其他支出(项) 1,116 

债务付息支出 1,321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32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1,321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32,639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6,363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4,095 

  工资奖金津补贴 16,996 

  社会保障缴费 3,967 

  住房公积金 1,78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343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7,940 

  办公经费 6,543 

  会议费 6 

  培训费 29 

  专用材料购置费 9 

  委托业务费 126 

  公务接待费 39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2 

  维修(护)费 18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78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174 

  设备购置 174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8,708 

  工资福利支出 17,681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 

  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27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4 

  资本性支出(一) 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85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5 

  离退休费 1,618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218 

其他支出 591 

  其他支出 591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市对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合计 82,813 

返还性收入 6,378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862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91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1,406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3,91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7,918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931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9,300 

    结算补助收入 1,586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777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16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46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3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731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313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02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11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020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29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8,517 

  一般公共服务 193 

  国防 4 

  公共安全 518 

  教育 2,170 

  科学技术 15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76 

  社会保障和就业 563 

    卫生健康 376 

  节能环保 407 

  农林水 2,793 

  交通运输 292 

  资源勘探信息等 32 

  商业服务业等 489 

  住房保障 9,476 

  其他收入 976 



 

 

2020 年度湛河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

决算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合计 税收返还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合计 82,813 6,378 57,918 18,517 

湛河区 82,813 6,378 57,918 18,517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决算表 
单位:万元 

地区 2020 年限额   2020 年末余额 

湛河区 38,240 32,928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一般债券和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湛河区 

 

一、2019 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32,928 

 

二、2019 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41,240 

 

三、2020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转贷)收入 
5,943 

 

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5,943 

四、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数 
5,944 

 

五、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数  1,321 

六、2020 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32,927 

 

  
七、2020 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38,240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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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支出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 7 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88 1,906 1,906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110,284 110,284 

        农林水支出 68 69 69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其他支出 39 318 316 

        债务付息支出 790 790 79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4,100 4,100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2,688 117,474 117,472 

上级补助收入     76,726 上解上级支出     43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72,626         

  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

入 
    4,100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上年结

余 
              

上年结余     3         

调入资金     837 调出资金     49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

金 
    49 

          抗疫特别国债调出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40,000 债务还本支出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

入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2 

收 入 总 计     117,566 支 出 总 计     117,566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1）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年初预

算数 

预算调

整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算

数% 
比上年增长% 

政府性基金收入           

  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地方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港口建设费收入           

  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补缴的土地价款           

    划拨土地收入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其他土地出让收入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地方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彩票公益金收入           

    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车辆通行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彩票兑奖周转金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收入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本地区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故本表无数据。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2）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年初预

算数 

预算调

整数 

决

算

数 

为调整预

算数% 
比上年增长%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专项债务对应项目

专项收入   
      

    

  港口建设费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

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

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

入   
      

    

  车辆通行费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其他车辆通行费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污水处理费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

收入   
      

    

    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本地区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故本表无数据。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1）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

数 

调整预

算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

算数的% 
比上年增长% 

科学技术支出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 7 7 100.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 7 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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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88 1,906 1,906 100.0  15.6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788 1,906 1,906 100.0  15.6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110,284 110,284 100.0  109.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4,047 64,047 100.0  42.9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3,978 3,978 100.0  131.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234 234 100.0  -31.8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25 2,025 100.0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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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0,000 40,000 100.0  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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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农林水支出 68 69 69 100.0  -17.9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68 69 69 100.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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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2）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

数 

调整预

算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

算数的% 
比上年增长%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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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支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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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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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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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其他支出 39 318 316 99.4  -26.2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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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9 318 316 99.4  -26.2  

债务付息支出 790 790 790 100.0  23.4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4,100 4,100 100.0    

  基础设施建设   2,400 2,400 100.0    

  抗疫相关支出   1,700 1,700 100.0    

合           计 2,688 117,474 117,472 100.0  110.7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7 

    其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06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906 

    移民补助 842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064 

城乡社区支出 110,28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64,047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41,338 

    土地开发支出 1,263 

    城市建设支出 20,266 

    棚户区改造支出 701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479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3,978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3,97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23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25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25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0,000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40,000 

农林水支出 69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69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69 

其他支出 316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16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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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4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8 

债务付息支出 79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790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640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150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4,100 

  基础设施建设 2,400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2,400 

  抗疫相关支出 1,700 

    其他抗疫相关支出 1,700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17,472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分项目决算表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 合计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支出 7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906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相关支出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 104,19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相关支出 4,61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相关支出 28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支出 2,025 

污水处理费相关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支出 69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相关支出   

车辆通行费相关支出   

港口建设费相关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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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其他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 43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4,100 

支 出 合 计 117,564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分地区决算表 
单位:万元、% 

地   区 
支出额 分级比重 

合计 省级 地级 县级 乡级 省级 地级 县级 乡级 

湛河区 117,472     117,472       100.0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分地区决算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合计 

湛河区 76,726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市对我区转移支付 

合计 76,726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4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1,90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64,04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3,97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8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025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68 

彩票公益金 
318 

抗疫特别国债 
4,100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专项债券和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湛河区 

 

一、2019 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0,898 

 

二、2019 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31,898 

 

三、2020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转贷)收入 
40,000 

 

其中：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40,000 

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数 0 

五、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付息数  790 

六、2020 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60,898 

 

  
七、2020 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82,498 

  

 

2020 年度湛河区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决算表 
单位:万元 

地区 2020 年限额   2020 年末余额 

湛河区 82,498 60,898 



 

2020 年度湛河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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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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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年终结余       

收  入  总  计     200 支  出  总  计     200 

         

 

 

 

 

 

 

 

 

 

 

 

 

 

 

 

 

 

 

 

 



2020 年度湛河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表（1）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预算调

整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算数% 比上年增长% 

利润收入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电信企业利润收入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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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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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邮政企业利润收入 
 

     

  军工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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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企业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本地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故本表无数据。 



 

2020 年度湛河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表（2）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

数 

预算调

整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算数% 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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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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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故本表无数据。 

 



 

本地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20 年度湛河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

数 
决算数 为调整预算数% 比上年增长%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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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款)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项)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改革性支出 
 

     

  其他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款)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 
 

     



 

2020 年度湛河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2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下级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下级上解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上级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收  入  总  计 200 支  出  总  计 200 

 

 

 

2020 年度湛河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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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生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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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入 4,488   4,488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937   937           

       利息收入 87   87           

       财政补贴收入 3,315   3,315           

       委托投资收益 141   141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8   8           

        中央调剂资金收入                 

二、支出 3,042   3,042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3,039   3,039           

        其他支出                 

        转移支出 3   3           

        中央调剂资金支出                 

三、本年收支结余 1,446   1,446           

四、年末滚存结余 7,381   7,381           

 

 



 

 

 

 

 

2020 年度湛河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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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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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3,042   3,042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3,039   3,039           

        其他支出                 

        转移支出 3   3           

        中央调剂资金支出                 

本年收支结余 1,446   1,446           

年末滚存结余 7,381   7,381           

 

 

 

 

2020 年度湛河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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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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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488   4,488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937   937           

       利息收入 87   87           

       财政补贴收入 3,315   3,315           

       委托投资收益 141   141           

        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8   8           

        中央调剂资金收入                 



 

2020 年度湛河区“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决算数 比上年增长% 

因公出国（境）费 0.3 
 

 

公务接待费 69 26 -25.7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771 427 -14.9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0 355 -23.9 

      公务用车购置费 661 72 111.7 

    

合计 840.3 453 -15.6 

说明：“三公”经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严格按照八项规定执行并厉行节约严格控制 “三公”经

费相关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