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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年初预算数 

合计 32,575  

一、税收收入 22,150  

    增值税 11,122  

    企业所得税 2,080  

    企业所得税退税   

    个人所得税 1,160  

    资源税 1,220  

    城市维护建设税 950  

    房产税 650  

    印花税 250  

    城镇土地使用税 850  

    土地增值税 800  

    车船税 240  

    耕地占用税 500  

    契税 2,100  

    烟叶税   

    环境保护税 228  

    其他税收   

二、非税收入 10,425  

    专项收入 1,319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231  

    罚没收入 206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863  

    捐赠收入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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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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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年初预算数 

合计 88,81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733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13  

四、公共安全支出 6,892  

五、教育支出 19,318  

六、科学技术支出 147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62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54  

九、卫生健康支出 4,634  

十、节能环保支出 464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638  

十二、农林水支出 12,220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973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38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61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4,793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5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66  

二十二、预备费 1,0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12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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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7,763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附件 2-3：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预算数 支  出 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57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5,716 

上级补助收入 56,241 补助下级支出  

返还性收入 5,553 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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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解上级支出  

体制上解收入  体制上解支出  

专项上解收入  专项上解支出  

上年结余    

调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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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债务转贷收入  债务还本支出 3,1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3,1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3,100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年终结余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收  入  总  计 88,816 支  出  总  计 8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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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2019 年上级对北川羌族自治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补助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预算数 

上级补助收入 56,241 

  返还性收入 5,553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114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451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2,490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5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2,483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0,688 

    体制补助收入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35,782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7,759 

    结算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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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55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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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1,583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952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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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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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公共服务  

      外交  

      国防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农林水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等  

      商业服务业等  

      金融  

      国土海洋气象等  

      住房保障  

      粮油物资储备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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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 

合计 74,323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660 

  人大事务 1,101 

    行政运行 798 

    事业运行 175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128 

  政协事务 479 

    行政运行 435 

    其他政协事务支出 44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5,271 

    行政运行 416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 

    信访事务 160 

    事业运行 476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459 

  发展与改革事务 234 

    行政运行 129 

    事业运行 105 

  统计信息事务 104 

    行政运行 104 

  财政事务 484 

    行政运行 484 

  审计事务 205 

    行政运行 205 

  人力资源事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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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运行 81 

    其他人力资源事务支出 24 

  纪检监察事务 430 

    行政运行 430 

  商贸事务 105 

    招商引资 103 

    事业运行 2 

  民族事务 97 

    行政运行 70 

    其他民族事务支出 27 

  档案事务 116 

    档案馆 116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40 

    行政运行 40 

  群众团体事务 123 

    行政运行 121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186 

    行政运行 111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5 

    事业运行 33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9 

  组织事务 237 

    行政运行 237 

  宣传事务 252 

    行政运行 244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 

  统战事务 63 

    行政运行 63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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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运行 223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 3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799 

    行政运行 7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 3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 3 

公共安全支出 6,891 

  公安 5,148 

  检察 434 

  法院 793 

  司法 516 

教育支出 19,318 

  教育管理事务 471 

    行政运行 121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350 

  普通教育 17,249 

    学前教育 843 

    小学教育 7988 

    初中教育 5959 

    高中教育 2410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49 

  职业教育 1,237 

    职业高中教育 1237 

  进修及培训 361 

    教师进修 214 

    干部教育 147 

科学技术支出 147 

  社会科学 89 

    其他社会科学支出 89 

  科学技术普及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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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运行 5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061 

  文化和旅游 656 

    行政运行 355 

    图书馆 75 

    文化展示及纪念机构 37 

    群众文化 48 

    文化创作与保护 46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42 

    旅游行业业务管理 53 

  文物 73 

    博物馆 73 

  体育 69 

    其他体育支出 69 

  广播电视 263 

    广播 38 

    电视 22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319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860 

    行政运行 854 

    社会保险业务管理事务 6 

  民政管理事务 481 

    行政运行 481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7,705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564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61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63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471 

    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57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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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补助 3 

    社会保险补贴 3 

  抚恤 48 

    死亡抚恤 44 

    其他优抚支出 4 

  残疾人事业 189 

    行政运行 88 

    残疾人康复 101 

  红十字事业 33 

    行政运行 33 

卫生健康支出 4,695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302 

    行政运行 201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10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846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 28 

    乡镇卫生院 1818 

  公共卫生 668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80 

    卫生监督机构 17 

    妇幼保健机构 37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879 

    行政单位医疗 622 

    事业单位医疗 124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8 

节能环保支出 364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358 

    行政运行 316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2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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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 6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 6 

城乡社区支出 638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638 

    行政运行 638 

农林水支出 12,786 

  农业 3,577 

    行政运行 506 

    事业运行 3071 

  林业和草原 2,139 

    行政运行 276 

    事业机构 1863 

  水利 600 

    行政运行 152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328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87 

    其他水利支出 33 

  扶贫 181 

    行政运行 181 

  农村综合改革 6,289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6289 

交通运输支出 973 

  公路水路运输 973 

    行政运行 240 

    公路养护 309 

    公路运输管理 349 

    水路运输管理支出 7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39 

  商业流通事务 439 

    行政运行 438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63 

  自然资源事务 654 

    行政运行 302 

    事业运行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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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事务 9 

    气象事业机构 9 

住房保障支出 4,891 

  住房改革支出 4,891 

    住房公积金 489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66 

  应急管理事务 148 

    安全监管 148 

  消防事务 225 

    行政运行 90 

    其他消防事务支出 135 

  地震事务 93 

    行政运行 93 

其他支出(类) 12 

  其他支出(款) 12 

    其他支出(项) 12 

附件 2-6：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一般公共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年初预算数 

合计 85,716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2,370 

  工资奖金津补贴 11,615 

  社会保障缴费 3,988 

  住房公积金 1,956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811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1,197 

  办公经费 2,092 

  会议费 400 

  培训费 1,000 

  专用材料购置费   

  委托业务费   

  公务接待费 295 

  因公出国(境)费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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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 

  维修(护)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390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0 

  房屋建筑物购建   

  基础设施建设   

  公务用车购置   

  土地征迁补偿和安置支出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其他资本性支出   

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0 

  房屋建筑物购建   

  基础设施建设   

  公务用车购置   

  设备购置   

  大型修缮   

  其他资本性支出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7,494 

  工资福利支出 35,98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12 

  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 

  资本性支出(一)   

  资本性支出(二)   

对企业补助 0 

  费用补贴   

  利息补贴   

  其他对企业补助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0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一)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二)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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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和救助 4,058 

  助学金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离退休费 82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752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7,763 

  国内债务付息 7,763 

  国外债务付息   

  国内债务发行费用   

  国外债务发行费用   

其他支出 0 

  赠与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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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预算数 备注 

合计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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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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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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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2019 年北川羌族自治县重大政府投资计划和 

重大投资项目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计划） 年初预算数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