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算01表

部「可牧支恵体情況表

単位:元

'ォドポ7 1文入



単位名称 :

部門収入忠体情況表

預算02表

単位:元

項 目 2018年預算

一、預算抜款
2078943

‐`二般公共預算抜款 2078943

基金預算抜款

国有資本径菅預算

二、財政寺声抜款

寺項 1文入

教育 1文 費

銃管資金

其他

三、其他資金

事立 1文入

事立単位径菅 1文入

其他 1文 入

本年 1文入合 tl
2078943

四、上象ネト助1文入

五、附属単位上数 1文入

六、用事立基金弥ネト1文支恵額

七、上年結特結余

1文入恵it
2078943



＼ 部門支出恵体情況表

預算03表

単位 :元
単位名称 :

項 目 2018年預算

一、基本支出
1988943

工資福利支出
1820241

― 一般商品和服雰支出
100702

対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
ｎ
υ

（
υ

０Ｏ
Ｏ

次
Ｕ

其他資本性支出等

対企、Lネト助支出

其他支出

二、項 目支出
90000

基本建没癸

径済友展癸

述貸癸

民生配套癸

部 |]込結癸

其他
90000

三、事立単位径菅支出

本年支出合it
2078943

対附属単位ネト助支出四 、

五、上数上象支出

六、結結下年

支出恵it
2078943



預算04表

財政抜款収支忠体情況表

早 位 ‰ T/Jヽ : 単位 :元

1文入 支 出

1文入 2018年預算 支 出 2018年預算

2078943 一、一般公共預算 2078943

二、政府性基金預算 二、政府性基金預算

三、国有資本径菅預算 三、国有資本径菅預算

本年 1文入合汁
2078943

本年支出合汁
2078943

一ミー般公共預算



単位名称 :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表 (按功能分癸)

預算05表

単位:元

功能科 目名称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汁′
‐
句 其中: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合う|

2078943 1988943 9000C

208社 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194158C 1851580 9000C

20801人 力資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努 1768190 167819C 90000

2080109社会保隆姪亦机杓 1768190 1678190

20805行 政事」2単位高退休 17339C 173390

2080501リ ヨロ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1760C 17600

2080505机 美事立単位基本界老保険数費支出 15579C 155790

210医庁 ■生埼汁支J生 育支 Jl 5523[ 55235

21005医 庁保障 55235 5523[

2100502事 並単位医庁 55235 55235

221住虜保障支出 82128 82128

22102住 房改革支出 82128 82128

2210201住房公釈金 82128 82128



預算06表

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情況表 (按経済分美科目)

由 ズ告 吃
位 :元

政府預算径済分癸 (明鯛到款級 ) 部 11預算径 2018年 預算

合 汁
1,988,943.00

[501]机美工資福利支‖| [301]工 資福利支 ||

1,820,241.OC

371,100.OC
ol]I資 笑金津ネト貼 [30101]基本■1資

451,220.OC
ol]T資 笑金津ネト貼 [30102]津貼ネト貼

63,860.00
[50101]工 資笑金津ネトヌと [30103]笑金

58,406.00
社会保障数費 [20104]其他社会保障教費

社会保障数費 [30108]机美事立学
155,790 0C

社会保障数費 [20109]取並年金微費
66,414.OC

住房公秋金 [30113]住房公釈金
82,128 0C

其他工資福利支出 [30199]其他T資福利支」1
571,322.00

[502]机夫商品和服雰支」 [302]商 品和服雰支 ||

100,702.OC

50201 亦公径費 30201]亦公費

[50201]亦 公笙費 [30204]手鉄費

50201 亦公経費 [30205]水 費
1,000.OC

[5020 亦公贅費 [30206]屯 費
40,472.00

[5020 亦公贅費 [30228]工会祭安
7,390 00

[50201 亦公咎費 [30229]ネ冨禾J費
3,840 0C

48,000.OC
50201 亦公咎 費 [30239]其他交通費用

[509]対 イ`人和家庭的ネト助 [303]対今人禾口家庭的ネト助
68,000.00

[50905 萬退休費 [30301]高休費

高退体費 [30302]退体費

[5090 社会福利和救助 [30305]生活ネト助
10,400.OC

[50999 其他対企人和家庭的ネト助支 ll [30399]其他珪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支出 57,600.OC

[503]机美資本性支出 (一 ) [310]資 本性支出



一般公共預算項目支出情況表 (按経済分美科目)

預算07表

単位:元11位 名称 :

政府預算経済分美 (明 細到款象 ) 部「]預算径済分美 (明劉到款須 ) 2018年預算

合す|‐ 90,000.OC

]机美工資福利支出 ]I資福利支出

01]工 資美金津ネトロ与 01]基本工資

01]工資笑金津ネト貼 02]ギ F興占ネトス占
01]工 資業金津ネト貼 03]実金

02]社会保障数費 08]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弄老保陰数費

[502]机 美商品和服雰支出 [302]商 品和服努支十11 90,000.00

[50201]亦公姪費 [30201]亦公費 30,000.00

[50201]亦公経費 [30202]印刷費 40,000.0(

[50201]亦公径費 30204]手数費

50201]亦 公螢費 30206]屯費

[50209]継修 (夕 )費 [30213]維修 (夕 )費 20,000 0(

[509]対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 [303]対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

[50905]高退休 費 30301]高休費
50905]高 退体費 [30302]退休安

[50901]社会福利和救助 [30305]生活ネト助

「503]机美資本性支出 (一 ) 「310]資 本性支 |||



11位名称 :

一般公共預算安劇卜的行政経費及 “三公"経費預算表
単位 :元

a 、F ~項 目 2018年預算

公"経費

其中 :(一 )因公出国 (境 )支出

(二 )公各用牟殉置及近行笙押支出

1.公各用牟胸畳

2.公各用牟透行筆夕費

(三 )公雰接待費支出

預算08表

注:机美送行経費:指各部|]的 公用経費,包括亦公及印刷費、由F屯 費、差旅費、会政費、福利費、日常窄ケ費、寺用材料及
一般投各殉置費、亦公用房水屯費、亦公用房取暖費、亦公用房物立管理費、公雰用準近行鍵押費及其他費用。

“三公"経費: “三公"径費包括因公出国 (境 )経費、公雰用牟胸畳及透行繊押費和公雰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国 (境 )径
費指行政単位、事並単位工作人員公雰出国 (境 )的住宿費、差旅費、伏食ネト助費、余費、培り|1費 等支出:公雰用牟殉畳及送
行継夕費指行政単位、事並単位公雰用牟賄畳費、公雰用牟租用費、燃料費、鍵修費、述析道路費、保陰費等支出:公努接待
費指行政単位、事立単位按規定升支的各癸公雰接待 (外真接待)費用。



預算09表

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情況表

単位 :元

政府性基金預算

能科 目名称
其中:基本支出

208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20802民政管理事雰

2080299其他民政管理事勢支出



萩算10表

部門預算基本支出預算表

工資71n利 支出

対企人和家庭服雰支 I

商品夭Π服努支出



部門預算項目支出預算表

用事立基金

弥ネトll■支差

額

財政抜款

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

省提前 ド込省提前 ド込省提前 ド込

、赤老手肝印刷費項目



纂陰
壌

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一般公共預算

部 i可預算政府采殉預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