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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

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

定公用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一、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 

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完整、规范管理原则。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制度要求，科学全面完整地反映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

按照规定支出范围合理安排相应的支出事项，做到预算编制不重

复、不遗漏，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 

（二）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

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

定支。 

（三）严格标准、专款专用原则。政府性基金是经过法定程

序批准征收的具有专门用途的财政资金，在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

时，严格遵循规定的用途、支出范围和支出标准，做到专款专用。 

（四）统筹使用、强化绩效原则。做好与一般公共预算的有

效衔接，统筹资金，整合项目，发挥资金整体效益。对结余超过

上年收入 30%以上部分，调入公共预算。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实

行绩效评价，逐步实现绩效考评结果与项目支出预算安排的有机

结合，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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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预算。2018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53400

万元，收入政策及安排情况如下：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 亿元。为招拍挂土地出让总

价款，扣除计提划转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教育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铁路建设费。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000 万元。 

3、污水处理费收入 400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8 年市级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 53400 万

元。其中：1.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50000 万元。（1）征地

和拆迁补偿支出 32147 万元。（2）城建支出 15643 万元。其中：

市内及交通道路建设支出 249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及国省道路绿

化租地支出 7442。乡村发展 2500 万元。债券利息支出 2206 万元。

村级支出 200 万元。（3）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200 万元。（4）新

增建设用地使用费 2000 万元。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支出

3000 万元。其中：南水北调水费 1794 万元。路灯及设施维护费

990 万元。3.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400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2018 年安排政府性基金专

项转移支付 745.8 万元。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 3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473.1 万元，其他支出 269.7 万元。 

--------------------- ---------------------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项        目 金额

本年收入合计 53,400 本年支出合计 53,4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0,000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50,0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0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支出 3,000

污水处理费收入 400 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 400

§2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安排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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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收入科目 金额

收入总计 53,4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30148 50,000

    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103014801 50,000

    补缴的土地价款 103014802

    划拨土地收入 103014803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03014898

    其他土地出让收入 103014899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30156 3,000

污水处理费收入 1030178 400

§3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明细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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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部门） 支出科目 项目名称 金额

合计 53400

一、城乡社区事务 212 53000

   （一）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支出 21208 50000

         1、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120801 32147

         2、城建支出 2120803 15643

市内及交通道路建设支出 2495

城市基础设施及国省道路绿
化租地支出

7442

教育支出 500

评审费支出 300

乡村发展 2500

村级组织 200

债券利息支出 2206

         3、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2120806 200

        4、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5、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10

6、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  2000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支出 21213 3000

路灯及设施维护费 990

住建局运转经费 108

规划和城管运转经费 108

南水北调水费 1794

§4    2018年政府性基金功能分类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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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科目代码 项目名称 金额

合计 53400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00

50305 土地补偿 32147

51001 国内债务付息 2206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18647

§5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支出经济分类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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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地区名称 预算数

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 745.80

合计 745.80

§6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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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科目（类） 文号 功能分类（类款项） 预算数 分配部门

合计 745.8

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冀财教[2017]160号 [2070702]资助城市影院 3
文体局

冀财农[2017]217号
[2082399]其他小型水库移民

扶助基金支出
21 水务局

冀财农[2017]197号 [2082201]移民补助 452.1
水务局

冀财教［2017］176
号

[2296004]用于教育事业的彩
票公益金支出

15
教育局

冀财社[2017]146号
[2296002]用于社会福利的彩
票公益金支出

85
民政局

冀财社[2017]115号
[2296006]用于残疾人事业的
彩票公益金支出

38.86
残联

冀财社[2017]120号
[2296013]用于城乡医疗救助
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7
民政局

冀财综[2017]39号
[2296003]用于体育事业的彩
票公益金支出

16 文体局

冀财综[2017]38号
[2296099]用于其他社会公益
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7.84 教育局

§7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安排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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