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支简表
编制单位：屏南县财政局

收　　　　　　　入
2013年预
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
2013年预算

数

一、税收收入 16,040 一、一般公共服务 3,856

　　增值税 2,430 二、外交

　　营业税 6,740 三、国防 87

　　企业所得税 1,600 四、公共安全 3,138

　　企业所得税退税 五、教育 13,069

　　个人所得税 1,000 六、科学技术 82

　　资源税 100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 313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3,537

　　城市维护建设税 750 九、医疗卫生 2,732

　　房产税 500 十、节能环保 174

　　印花税 200 十一、城乡社区事务 712

　　城镇土地使用税 200 十二、农林水事务 2,393

　　土地增值税 800 十三、交通运输 155

　　车船使用和牌照税 70 十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254

　　耕地占用税 8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2,324

　　契税 850 十六、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1,447

　　其他税收收入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1,832

二、非税收入 8,600 十八、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220

　　专项收入 1,300 十九、预备费 1,30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800 二十、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罚没收入 1,800 二十一、其他支出 11,498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其中：年初预留 8,49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200             汶川地震捐赠支出

　　其他收入 1,500             其他支出 3,000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小  计 24,640 一 般 预 算 支 出 小 计 49,123

转移性收入 24,997 转移性支出 514

返还性收入 1530     一般性转移支付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713        原体制上解支出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638        出口退税专项上解支出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23    专项转移支付 514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
(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费基数)

56
       专项上解支出 514

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 20268        其他上解支出

   原体制补助收入 532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413    调出资金

   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415

   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2165

   公共安全转移支付收入 1408

   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 1458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收入 4932

   结算补助收入 1994

   其他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 1951

上年结余收入

政府性基金调入 2207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调入

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992    预算结余                         0

收      入      总      计 49,637 支      出      总      计 49,637

gks
gks:
含屠宰税、筳席税、农业三税；烟叶特产税也可能取消

gks
gks:
含国有资本投资收益、计划亏损补贴和产权转让收入（含国有股减持收入）

gks
gks:
含海域使用、场地和矿区使用、特种矿产品出售收入、专项储备物资销售、利息、非经营　性国有资产出租、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其他





2013年地方财政基金预算收支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预算       项             目

2013年
预算

     铁路建设基金收入 一、一般公共服务

     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收入 二、公共安全

     转让政府还贷道路收费权收入       涉外、涉港澳台证书工本费支出

     港口建设费收入 三、教育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30       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80 四、文化体育与传媒

     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文化事业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收入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 30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 30

     育林基金收入 50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森林植被恢复费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支出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30 六、城乡社区事务 9370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3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9000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350       其中：按规定提取安排的教育资金支出 18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按规定提取安排的水利资金支出 18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0            按规定提取安排的卫生资金支出 18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000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350

      其中：按规定提取的教育资金收入 18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按规定提取的农田水利建设基金
收入 18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20

           按规定提取的卫生资金收入 180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的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七、农林水事务 53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育林基金支出 500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森林植被恢复费安排的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中央水利建设基金支出

     车辆通行费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 30

     船舶港务费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体育部门收费 八、交通运输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转让政府还贷道路收费权收入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九、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110

     制造业—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30

     建筑业—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80

十一、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本 年 基 金 收 入 小 计 10040 本 年 基 金 支 出 小 计 10040

转移性收入 2207 转移性支出

     上级补助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上解收入      补助下级支出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2207
     上年结转收入 2207      基金当年结余

基  金  收  入  总  计 12247 基  金  支  出  总  计 12247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