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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1.利润收入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境外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3.股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金融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4.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上年结余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收入总计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1.利润收入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境外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3.股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金融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4.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上年结余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收入总计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1.利润收入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境外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地质勘查企业企业利润收入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国资预算）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3.股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金融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4.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上年结余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收入总计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一、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其中：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其中：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3.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其中：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4.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资本性支出

      其他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调出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支出

四、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结转下年

支出总计

无此项预算，此表为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其中：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不住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其中：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一）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3.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其中：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4.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资本性支出

      其他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调出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支出

四、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结转下年

支出总计

无此项预算，此表为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其中：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不住支出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其中：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2022年鞍山经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二）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

增减额 增减%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3.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其中：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4.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资本性支出

      其他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中：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调出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支出

四、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结转下年支出

支出总计

无此项预算，此表为空



2022年鞍山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下转移性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2年预算数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下转移性支出合计 11,384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11,384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384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