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1：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一、税收收入 80,441 80,44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39 16,939

    增值税 35,920 20,075 二、外交支出

    改征增值税 15,841 三、国防支出

    营业税 四、公共安全支出 6,576 6,576

    企业所得税 14,737 14,737 五、教育支出 25,078 25,078

    个人所得税 2,197 2,197 六、科学技术支出 8,957 8,956

    资源税 15 15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229 1,229

    城市维护建设税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149 10,149

    房产税 4,159 4,159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143 4,143

    印花税 3,007 3,007 十、节能环保支出 2,699 2,699

    城镇土地使用税 5,105 5,105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90,204 78,708

    土地增值税 10,612 10,6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23,495 23,495

    车船税 473 47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790 790

    耕地占用税 4,216 4,216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0,239 20,239

    契税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110 1,087

    烟叶税 十六、金融支出 5,397 5,397

    其他税收收入 4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二、非税收入 58,098 58,083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17 1,517

    专项收入 155 155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716 1,716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87 587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425 1,425

    罚没收入 293 293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215 1,21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二、预备费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287 2,287 二十三、其他支出 5,077 5,077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76 76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4,815 4,815

    其他收入 54,700 54,685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38,539 138,524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232,770 221,250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8,52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1,250

上级补助收入 47,829 补助下级支出

  返还性收入 7,547   返还性支出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832     所得税基数返还支出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86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支出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555     增值税税收返还支出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272     消费税税收返还支出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1,396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支出

    其他返还性收入 3,406     其他返还性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6,101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体制补助收入     体制补助支出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446     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55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

    结算补助收入 44     结算补助支出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支出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支出

    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支出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支出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支出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000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出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79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支出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547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外交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外交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29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03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0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559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874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584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58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0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0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343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4,181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 165     一般公共服务

    外交     外交

    国防     国防

    公共安全 276     公共安全

    教育 500     教育

    科学技术 3,292     科学技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1,624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 305     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 2,138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198     城乡社区

    农林水 2,436     农林水

    交通运输 248     交通运输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资源勘探信息等 31     资源勘探信息等

    商业服务业等 1,110     商业服务业等

    金融 97     金融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住房保障 1,418     住房保障

    粮油物资储备 18     粮油物资储备

    其他收入 325     其他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上解上级支出 6,478

  体制上解收入   体制上解支出 73

  专项上解收入   专项上解支出 6,405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12,895

调入资金   40,000 调出资金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40,000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从其他资金调入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债务收入 债务还本支出 4,800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4,800

    一般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4,8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收入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收入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收入

债务转贷收入 4,800 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4,8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4,800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向外国政府借款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国债转贷收入 补充预算周转金

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拨付国债转贷资金数

国债转贷转补助数 国债转贷资金结余



附表2：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 算 数 项  目 决 算 数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接受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援助收入   援助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支出

  接受省内其他地市(区)援助收入   援助省内其他地市(区)支出

  接受市内其他县市(区)援助收入   援助市内其他县市(区)支出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收入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支出

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11,520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11,520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244,048 支  出  总  计 244,048



附表3：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11 721

港口建设费收入 节能环保支出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城乡社区支出 32,793 30,55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农林水支出 37 5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交通运输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6,258 56,258 其他支出 662 246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债务付息支出 5,031 5,031

彩票公益金收入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206 7,206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车辆通行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附表3：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63,464 63,464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39,634 36,553

上级补助收入 1,357 上解上级支出 8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上年结余

上年结余 7,721

调入资金 调出资金 40,000

债务(转贷)收入 7,100 债务还本支出

省补助计划单列市收入 计划单列市上解省支出

待偿债置换专项债券结余

年终结余 3,081

收 入 总 计 63,464 79,642 支 出 总 计 39,634 79,642



附表4：

2019年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

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
险基金

失业保险
基金

生育保险
基金

一、收入 34,537 24,166 5,533 4,401 437

   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 29,619 21,767 3,297 4,165 390

        利息收入 1,550 1,427 67 18 38

        财政补贴收入 2,964 819 2,145

        委托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167 153 7 7

        转移收入 237 17 218 2

        中央调剂资金收入

二、支出 140,084 133,034 3,111 3,476 463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40,028 133,106 3,075 3,457 390

        其他支出

        转移支出 56 36 19 1

        中央调剂资金支出

三、本年收支结余 -105,547 -108,868 2,422 925 -26

四、年末滚存结余 20,752 151 15,130 4,245 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