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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预算数 2017年执行数
2018预算数比2017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6,000 59 5,941 10,069.5 

1.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2.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3.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5.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000 59 

6. 彩票公益金收入

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8. 污水处理费收入

9.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10.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预

算数
2017年执

行数

2018预算数比2017年
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6,000 1,804 4,196 232.6 

一、科学技术支出 #DIV/0!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支出 #DIV/0!

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DIV/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 -280 -10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80 -280 -100.0 

      移民补助 100 -100 -100.0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80 -180 -100.0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四、节能环保支出 #DIV/0!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DIV/0!

五、城乡社区支出 6,000 578 5,422 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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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578 5,422 938.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6,000 578 5,422 938.1 

      城市建设支出 #DIV/0!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DIV/0!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DIV/0!



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预

算数
2017年执

行数

2018预算数比2017年
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廉租住房支出 #DIV/0!

      棚户区改造支出 #DIV/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城市公共设施 #DIV/0!

      城市环境卫生 #DIV/0!

      其他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DIV/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DIV/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城市公共设施 #DIV/0!

      城市环境卫生 #DIV/0!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DIV/0!

    污水处理费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DIV/0!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DIV/0!



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预

算数
2017年执

行数

2018预算数比2017年
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六、农林水支出 #DIV/0!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债务专著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DIV/0!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七、交通运输支出 #DIV/0!

    铁路运输 #DIV/0!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车辆通行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港口建设费及对应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DIV/0!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DIV/0!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DIV/0!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DIV/0!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其他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DIV/0!



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预

算数
2017年执

行数

2018预算数比2017年
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DIV/0!

    电力改革预留资产变现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九、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DIV/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DIV/0!

十、金融支出 #DIV/0!

十一、其他支出 946 -946 -100.0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DIV/0!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DIV/0!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DIV/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DIV/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DIV/0!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DIV/0!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946 -946 -100.0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72 -672 -100.0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0 -60 -100.0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DIV/0!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83 -183 -100.0 



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预

算数
2017年执

行数

2018预算数比2017年
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5 -15 -100.0 

      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6 -16 -100.0 

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DIV/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DIV/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DIV/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DIV/0!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DIV/0!

十三、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DIV/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DIV/0!























































































































































































望花区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转移支付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预算数

对下转移支付预算合计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

      …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0

一、科学技术支出

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四、节能环保支出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六、农林水支出

七、交通运输支出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九、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金融支出

   十一、其他支出

   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十三、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按地区划分： 0

 1、塔峪镇 



2017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区 专项债务限额 专项债务余额

全市合计 1.80 1.80

市本级 1.80 1.80

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