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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快报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快报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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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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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级财政补助性收入

三、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四、上年结余收入

五、调入资金

收入合计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快报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快报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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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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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级财政补助性收入

三、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四、上年结余收入

五、调入资金

收入合计



无此项资金预算，此表为空表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快报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快报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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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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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级财政补助性收入

三、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四、上年结余收入

五、调入资金

收入合计



无此项资金预算，此表为空表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农业生产发展支出

      农村社会事业支出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代征手续费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其他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八)其他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体育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彩票兑奖周转金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支出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其他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红十字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法律援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九)债务付息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付息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付息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付息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十一)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二、上解上级财政支出

三、债务还本支出

四、调出资金

五、结转下年支出

支出合计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农业生产发展支出

      农村社会事业支出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代征手续费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其他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八)其他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体育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彩票兑奖周转金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支出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其他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红十字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法律援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九)债务付息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付息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付息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付息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十一)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二、上解上级财政支出

三、债务还本支出

四、补助县（市）区支出

五、调出资金

六、结转下年支出

支出合计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农业生产发展支出

      农村社会事业支出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代征手续费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其他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城市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八)其他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体育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彩票兑奖周转金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支出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其他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红十字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法律援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九)债务付息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付息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付息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付息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付息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车辆通行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污水处理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十一)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下转移支付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和项目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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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三、

      …

按地区划分：

无此项资金预算，此表为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