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税收收入 30,95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308

  增值税 1,305   人大事务 305

  营业税 10,303     行政运行 274

  企业所得税 2,871     代表工作 31

  个人所得税 650   政协事务 339

  资源税 585     行政运行 293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0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5

  房产税 189     委员视察 31

  印花税 270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5,567

  城镇土地使用税 367     行政运行 4,429

  土地增值税 2,90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4

  车船税 480    机关服务 300

  耕地占用税 5,732    专项业务活动 10

  契税 4,200     法制建设 5

非税收入 27,409     信访事务 193

  专项收入 6,974     事业运行 386

    排污费收入 18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200

      排污费收入 18   发展与改革事务 281

    水资源费收入 5     行政运行 160

      其他水资源费收入 5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0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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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教育费附加收入 745     物价管理

      教育费附加收入 745     事业运行 21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495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10

   残疾就业保障金收入 350   统计信息事务 209

   教育资金收入 3,395     行政运行 69

   农田水利资金收入 1,901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0

   育林基金收入 5     专项统计业务费 100

   森林植被恢复费   财政事务 581

   水利建设专项收入 60     行政运行 169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70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5

  罚没收入 3,516     财政国库业务 49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事业运行 3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202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240

  其他收入 10   税收事务 2,500

    其他收入 10     其他税收事务支出 2,500

  审计事务 318

    行政运行 90

    审计业务 200

    事业运行 28

  人力资源事务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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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行政运行 3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

    公务员招考 26

  纪检监察事务 218

    行政运行 19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

  商贸事务 650

    行政运行 376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0

    招商引资 200

    事业运行 64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 1,100

    行政运行 1,100

  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 178

    行政运行 78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及业务管理 100

  民族事务 4

    行政运行 4

  档案事务 105

    行政运行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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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

    档案馆 30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24

    行政运行 2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

  群众团体事务 261

    行政运行 6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

    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173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693

    行政运行 55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5

    机关服务 70

  组织事务 529

    行政运行 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2

    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335

  宣传事务 340

    行政运行 108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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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事业运行 37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124

  统战事务 71

    行政运行 3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2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10

    行政运行 67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43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54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54

国防支出 246

公共安全支出 7,821

  其中：公安 4,984

        检察 431

        法院 679

        司法 313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798

教育支出 40,247

  教育管理事务 394

    行政运行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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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4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233

  普通教育 39,449

    学前教育 341

    小学教育 20,414

    初中教育 4,571

    高中教育 5,655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8,468

 职业教育 10

   其他职业教育 10

  进修及培训 343

    教师进修 139

    干部教育 104

    培训支出 100

  其他教育支出 51

    其他教育支出 51

科学技术支出 1,571

  技术研究与开发 1,530

    科技转化与扩散 30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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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科学技术普及 41

    机构运行 31

    科普活动 1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639

  文化 451

    行政运行 145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图书馆 24

    文化活动 4

    群众文化 232

    其他文化支出 46

  文物 64

    文物保护 49

    其他文物支出 15

  体育 165

    群众体育 28

    其他体育支出 137

  广播影视 364

    广播 89

    电视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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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95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9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0,73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863

    行政运行 114

    机关服务 39

    信息化建设 4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407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99

  民政管理事务 258

    行政运行 138

    行政区划与地名管理 60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60

  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8,175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8,17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7,826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134

    事业单位离退休 3,46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223

  就业补助 1,975

第 8 页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公益性岗位补贴 24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500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451

  抚恤 2,396

    死亡抚恤 97

    伤残抚恤 485

    在乡复原、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729

    义务兵优待 608

    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 172

    其他优抚支出 305

  退役安置 826

    退役士兵安置 700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104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22

  社会福利 715

    儿童福利 45

    老年福利 603

    殡葬 67

  残疾人事业 293

    行政运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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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机关服务 15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236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10

    地方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10

  最低生活保障 5,306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2,988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 2,318

  临时救助 209

    临时救助支出 74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 135

  特困人员供养 1,538

    农村五保供养支出 1,538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0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5,958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242

    行政运行 150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 92

  公立医院 186

    中医(民族)医院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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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316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2,316

  公共卫生 1,302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409

    卫生监督机构 115

    妇幼保健机构 37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72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 110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118

  医疗保障 30,727

    行政单位医疗 1,233

    事业单位医疗 2,876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3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9,277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758

    城乡医疗救助 1,103

    其他医疗保障支出 174

  计划生育事务 900

    计划生育机构 227

    计划生育服务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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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188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285

    行政运行 256

    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 29

节能环保支出 3,155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247

    行政运行 171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76

  天然林保护 1

    森林管护 1

  退耕还林 2,907

    退耕现金 1,542

    其他退耕还林支出 1,365

城乡社区支出 1,549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02

    行政运行 15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543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47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847

农林水支出 2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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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农业 5,499

    行政运行 545

    事业运行 2,118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455

    病虫害控制 108

    农产品质量安全 26

    防灾救灾 100

    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 316

    农业生产资料保险补贴 100

    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 400

    农产品加工与促销 10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165

    其他农业支出 1,156

  林业 837

    行政运行 144

    林业事业机构 210

    林业工程与项目管理 20

    林业产业化 300

    其他林业支出 163

  水利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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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行政运行 254

    水利工程建设 600

    水利技术推广 518

    水资源费安排的支出 18

    其他水利支出 236

  扶贫 4,209

    行政运行 85

    农村基础设施 4,122

    扶贫事业机构 2

  农村综合改革 11,720

    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 3,080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6,870

    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补助 1,770

  促进金融支农支出 331

    支持农村金融机构 331

  其他农林水支出 1,600

    其他农林水支出 1,600

交通运输支出 1,215

  公路水路运输 1,215

    行政运行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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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公路和运输安全 1

    航务管理 14

    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专项支出 457

    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 661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92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1,500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1,500

  安全生产监管 92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92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81

  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81

    行政运行 51

    其他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30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00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1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00

住房保障支出 5,587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1,400

  住房改革支出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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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收    入 支     出 

广安区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表

    住房公积金 4,187

粮食物资储备支出 482

  粮油事务 295

    粮食财务挂帐利息补贴 295

  粮油储备 172

    储备粮油补贴 172

  重要商品储备 15

    化肥储备 15

预备费 3,268

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565

  地方政府债券付息 565

其他支出 4,868

  其他支出 4,868

    其他支出 4,868

收入合计 58,361 支出合计 184,104

上级补助收入 124,259 上解上级支出 366

上年结余收入 863 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3,827

    结转下年支出 714 年终结余

    净结余 149

调入资金 4,814

收入总计 188,297 支出总计 188,297

第 1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