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调整表（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调整预算
增减    

（+-）
调整后
预算

项        目
调整
预算

增减    
（+ 
-）

调整后
预算

收入总计 341853 -32201 309652 支出总计 341853 -32201 309652

本级收入合计 59822 0 59822 本级支出合计 331723 -32201 299522

转移性收入 282031 -32201 249830 转移性支出 10130 0 10130

  上级补助收入 171960 0 171960   上解支出 1617 0 1617

    返还性收入 10662 0 10662     体制上解支出 811 811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315 315     专项上解支出 806 806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864 864   返还性支出 0

      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 3590 3590   一般转移支付 0

      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0   专项转移支付 0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5893 5893  

      其他返还性收入 0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48702 0 148702  

      体制补助收入 576 576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42688 42688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9328 19328  

      结算补助收入 358 358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0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0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426 1426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0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1791 11791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0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0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0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0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2 52  

      外交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58 1558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785 11785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0 1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

460 460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

21415 21415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458 5458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284 14284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85 385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

0  

      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调整表（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调整预算
增减    

（+-）

调整后

预算
项        目

调整

预算

增减    
（+ 
-）

调整后

预算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0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64 764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0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0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6274 16274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2596 0 12596  

      一般公共服务 5 5  

      外交 0

      国防 0

      公共安全 0

      教育 0

      科学技术 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0

      社会保障和就业 0

      卫生健康 61 61

      节能环保 5567 5567

      城乡社区 6963 6963

      农林水 0

      交通运输 0

      资源勘探信息等 0

      商业服务业等 0

      金融 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0

      住房保障 0

      粮油物资储备 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0

      其他收入 0

  上年结余收入 488 488 0

  调入资金 80741 -32201 48540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80741 -32201 48540   调出资金 0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0   年终结余 0

    从其他资金调入 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513 851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14200 142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7600 7600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0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42 7042   补充预算周转金 0



附件2：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整表（草案）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科目编码 调整预算 调整 调整后预算

一、一般公共服务 201 26092 -411 25723 

二、外交支出 202

三、国防支出 203 5845 -2510 3335 

四、公共安全支出 204 10669 -1249 9600 

五、教育支出 205 50079 -6565 44635 

六、科学技术支出 206 666 -370 296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7 3572 -3640 2275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 46481 909 46377 

九、卫生健康支出 210 56987 -11017 46242 

十、节能环保支出 211 25996 -970 25077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212 23847 -1317 22889 

十二、农林水支出 213 39437 -3556 36791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214 8518 3871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15 997 -21 976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6 1335 1335 

十六、金融支出 2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1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20 2105 2105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221 6078 -358 6078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2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24 1495 -46 1449 

二十二、预备费 227 2000 -1080 920 

二十三、其他支出 229 15402 15402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232 4063 4063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33 61 61 

合         计 331723 -32201 299498 



附件3：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整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合计 -32225.41 

人大办 人大云视频会议室系统建设 2010101 项目调减 -14.00 

政府办 人防办市值人防工程项目 2030603 项目调减 -2509.57 

政府办 政府外网优化改造升级经费 2010301 项目调减 -50.00 

政府办 斯柯达大轿车项目奠基、观摩费 2010301 项目调减 -10.00 

政法委 隔离点运转经费 2040299 项目调减 -19.16 

纪委 纪检保障 2011101 项目调减 -100.00 

科工信局 科技专项资金 2060499 项目调减 -100.00 

科工信局 南宫市无线局域网建设2020年网络使用费 2060599 项目调减 -24.68 

科工信局 规上企业统计人员补贴 2150899 项目调减 -20.88 

科工信局 科学技术经费 2060102 项目调减 -15.00 

科工信局 2020年邢台市市级科技计划项（县级财政补补助） 2060404 项目调减 -80.00 

宣传部 融媒体通信设备购置资金 2070899 项目调减 -95.00 

宣传部 宣传南宫工作经费 2013304 项目调减 -55.00 

组织部 智慧党建建设 2069999 项目调减 -150.00 

组织部
档案“三化”提升项目（档案、购置服务器20万
元）

2013201 项目调减 -20.00 

法院 诉讼费退费 2040504 项目调减 -1000.00 

司法局 行政民事诉讼专项经费 2040612 项目调减 -50.00 

消防救援大队 提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待遇资金 2240201 基本支出 3.90 

教育局 2021年幼儿园保育费 2050201 项目调减 -277.04 

教育局 城鎮小区配建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及设施设备采购 2050999 项目调减 -216.86 

教育局 2021年公办学校专职保安经费 2050299 项目调减 -43.66 

教育局 教育信息化设备购置 2050299 项目调减 -108.00 

教育局 学前设备采购项目 2050201 项目调减 -52.70 

教育局 教育信息化设备购置 2050299 项目调减 -1628.00 

教育局 图书和功能室教学设施设备购置 2050299 项目调减 -1340.00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整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教育局 义务教育学校校舍改造工程 2050299 项目调减 -610.00 

教育局 国瑞中心学校保安幼儿园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80.00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 2050299 项目调减 -90.00 

教育局 东街小学校舍及附属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60.00 

教育局 北胡中心学校北胡幼儿园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60.00 

教育局 紫冢中心学校马屯学校改扩建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60.0000 

教育局 北胡中心学校大召小学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39.0000 

教育局 成人教育设备购置 2050499 项目调减 -59.0000 

教育局 张侯疃中心学校东底阁、后张稳学校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53.0000 

教育局 大村中心学校前魏、花盆学校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52.00 

教育局 段芦头中心学校李和生、秦庄学校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30.00 

教育局 教育语言文字达标经费 2050299 项目调减 -20.00 

教育局 事前绩效评估经费 2050199 项目调减 -10.00 

南宫中学 南宫中学新校区建设前期费用（监理、设计费） 2050204 项目调减 -400.00 

第二小学 第二小学工程款及服务费用 2050903 项目调减 -114.67 

王门庄中心学校
紫冢中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工程款及服务费用（本
级配套资金）

2050203 项目调减 -30.39 

文广体旅局 图书馆改建购置费 2079999 项目调减 -440.00 

文广体旅局
南宫市文化艺术中心工程配电、电子屏等设备购置
及项目监理、检测等费用

2079999 项目调减 -88.00 

文广体旅局 南宫市文化艺术中心工程及相关项目 2079999 项目调减 -200.00 

文广体旅局 承办邢台市第五届旅发大会费用 2079999 项目调减 -152.70 

文广体旅局 南宫市文化艺术中心工程及相关项目 2079999 项目调减 -100.00 

文广体旅局 图书馆改建购置费 2079999 项目调减 -60.00 

文广体旅局 冀南红色研学基地项目 2079999 项目调减 -50.00 

文广体旅局 尚小云大剧院运行费 2079999 项目调减 -25.00 

文广体旅局
南宫市文化艺术中心工程配电、电子屏等设备购置
及项目监理、检测等费用

2079999 项目调减 -21.54 

文广体旅局 承办邢台市第五届旅发大会费用 2079999 项目调减 -15.00 

文广体旅局 承办邢台市第五届旅发大会费用 2079999 项目调减 -10.00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整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文广体旅局
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展陈
及环境提升项目

2070299 项目调减 -20.00 

文广体旅局 冀鲁豫边区省委旧址修缮保护工程 2070204 项目调减 -20.00 

党校 全省县级党校云视频会议系统专项经费 2050802 项目调减 -10.00 

住建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住建局） 2240199 项目调减 -50.00 

城管局 环保抑尘裸土部位苫盖、绿化防护经费 2120104 项目调减 -38.00 

城管局 南宫花园等7个项目前期费用 2120104 项目调减 -70.00 

城管局 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资金 2110302 项目调减 -53.48 

交通局
第二批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
度可用性服务费

2140104 项目调减 -3002.78 

交通局
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度可用
性服务费

2140104 项目调减 -1538.62 

交通局
第二批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
度运营绩效服务费

2140104 项目调减 -62.45 

交通局
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度运营
绩效服务费

2140104 项目调减 -43.31 

人社局 创业扶持资金 2080701 项目调减 -53.22 

民政局 扶贫工作经费 2130599 项目调减 -25.00 

卫健局 卫健局疫情防控资金 2100410 项目调减 -4798.17 

卫健局 人民医院疫情防控资金 2100410 项目调减 -2574.38 

卫健局 中医院疫情防控资金 2100410 项目调减 -2384.00 

卫健局 发热门诊建设及相关疫情防控资金 2100410 项目调减 -500.00 

卫健局 妇幼院新建产科、儿科隔离区医疗设备采购资金 2100410 项目调减 -207.80 

卫健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疫苗成本 2100401 项目调减 -280.28 

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信息管理服务视频一体化平台 2082803 项目调减 -30.89 

退役军人事务局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经费 2082804 项目调减 -20.00 

农业农村局 加州鲈鱼高效养殖技术服务费 2130122 项目调减 -10.00 

农业农村局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本级资金 2130599 项目调减 -2500.00 

水务局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编制费及自备井关停
施工费

2130311 项目调减 -14.00 

自规局 林业防灾减灾项目 2130234 项目调减 -40.08 

生态环境局 编制南宫市清凉江防洪影响评价报告资金 2110302 项目调减 -36.00 



2021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整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生态环境局
西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风
险评估资金

2110399 项目调减 -30.00 

生态环境局 环保专项项目资金 2110199 项目调减 -800.00 

经济开发区 办公楼楼顶坡面瓦更换费用 2010301 项目调减 -20.00 

经济开发区 德聚城投建设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 2120399 项目调减 -850.00 

财政列支 农业保险保费省级配套基数 2130803 项目调减 -57.00 

预留列支 预备费 227 项目调减 -1080.00 

预留列支 预留招商引资经费 2011308 项目调减 -100.00 



附件4：

2021年市级算盘活存量资金安排明细表（草案）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资金性质

调整增减
（+-）

合计 9222.01 

交通局 第二批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度可用性服务费 2140104 一般预算 3002.78 

交通局 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度可用性服务费 2140104 一般预算 1538.62 

交通局 第二批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度运营绩效服务费 2140104 一般预算 62.45 

交通局 农村公路路网改造升级工程PPP项目2021年度运营绩效服务费 2140104 一般预算 43.31 

人社局 职业年金单位实账利息 2080508 一般预算 640.77 

退役军人局 退役士兵待岗[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 2080999 一般预算 1240.86 

退役军人局 原安置后下岗退役士兵下岗期间生活费 2080999 一般预算 193.22 

农业农村局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本级资金 2130599 一般预算 2500.00 



附件5：

  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调整表（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增减（+-） 调整后预算 项        目 调整预算数 调整 调整后预算

本年收入总计 307585 -103697 203888 本年支出总计 307585 -103697 203888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0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0 0 30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30 30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0 0

四、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0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五、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 0 0

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0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0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25050 -96,297 128,753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0

八、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0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220 220 三、节能环保支出 0 0 0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200 1,200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0

十一、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十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0 四、城乡社区支出 139081 -64073 75008

十三、车辆通行费 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9079 -64073 75006

十四、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 15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0

十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0

十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0

十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0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0

0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 2

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

0 五、其他支出 71814 -7423 64391

0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71500 -7400 64100

0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0

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14 -23 291

0 六、债务付息支出 5562 5562

0 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91 91

本级收入合计 226620 -96297 130323 本级支出合计 216578 -71496 145082

转移性收入 80965 -7400 73565转移性支出 91007 -32201 58806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176 0 176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0 0 0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176 176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0

    政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0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0

  上年结余收入 89 89  调出资金 80741 -32201 48540

  调入资金 0  年终结余 0

  债务转贷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266 10266

    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71500 -7400 641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0

    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9200 9200 0



附件6：

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合计 -64072.34 

审批局
网上审批系统升级改造、开发建设政务服务手机APP资金
、打造无证明城市开发OA办公系统、容e查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0 

审批局 政务外网升级改造项目费用 2120899 项目调减 -80.00 

发改局 2018年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设施建设中央基建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154.00 

发改局 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及其他分项规划 2120899 项目调减 -35.10 

发改局 南宫市洁净煤保供 2120899 项目调减 -240.00 

宣传部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2120804 项目调减 -98.50 

组织部 村级活动场所补助资金 2120804 项目调减 -100.00 

公安局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智能应用平台 2120899 项目调减 -50.00 

公安局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 2120899 项目调减 -142.56 

交警队 道路交通管理业务支出-2021年冷喷标线工程 2120803 项目调减 -44.07

交警队 道路交通秩序专项购置经费-2021年购置标志标牌 2120803 项目调减 -28.20 

交警队 道路交通秩序专项购置经费-2021年购置监控设备 2120803 项目调减 -113.00 

交警队 道路交通秩序专项购置经费-2021年购置信号灯 2120803 项目调减 -62.00 

检察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11.92 

检察院 消防设施维修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97.45 

法院 三层机械式横移立体车位 2120899 项目调减 -74.00

教育局 城鎮小区配建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及设施设备采购 2120803 项目调减 -300.14 

教育局 教育项目工程尾款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00 

住建局 20年地源热泵散户电网改造 2120899 项目调减 -147.90

住建局 东进大街西延北侧改造项目（铜锣湾广场） 2120899 项目调减 -10.32

住建局 东进大街西延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120810 项目调减 -4586.00

住建局 东进街（腾飞路-滨河西路）路面修复 2120803 项目调减 -100.00 

住建局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编制 2120803 项目调减 -16.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北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服务费 2120803 项目调减 -13.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南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服务费 2120803 项目调减 -13.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西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服务费 2120803 项目调减 -13.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中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服务费 2120803 项目调减 -13.00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环评费 2120803 项目调减 -28.00 

住建局
南宫市青年街、南纬街、胜利街、北城街道路及雨污管
网工程设计费

2120803 项目调减 -60.09 

住建局 南湖南岸及西岸城中村改造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0 



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住建局 原南宫宾馆及周边旧城改造[凤城雅筑]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37.08 

城管局 住建化解隐性债务项目 2120803 项目调减 -10128.75 

城管局 拆陋建绿专项资金 2120803 项目调减 -200.00 

城管局 城管化解隐形债务项目 2120803 项目调减 -15531.85

城管局 城区街道绿化补植资金 2120803 项目调减 -50.00 

城管局 楼顶防尘苫盖工程 2120803 项目调减 -50.00 

城管局 市区树池安装树坑格栅工程 2120803 项目调减 -35.00 

城管局 西环路月季草花补植项目 2120803 项目调减 -100.00 

城管局 324省道（青银高速至五一路口）绿化提升项目 2120803 项目调减 -100.00 

城管局 旅发大会路线建筑物外立面改造提升工程费用 2120803 项目调减 -20.00 

城管局 南宫湖公园二期提升改造工程 2120803 项目调减 -100.00 

城管局 人民广场二次提升工程 2120803 项目调减 -50.00 

城管局 市区新建公共卫生间项目资金 2120803 项目调减 -20.00 

交通局 南杜联合治超站非现场执法系统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0 

交通局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基数) 2120899 项目调减 -153.00 

交通局 乡镇通三级公路配套资金 2120804 项目调减 -200.00 

民政局 殡仪馆改造提升建设工程欠款 2120804 项目调减 -94.95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 项目调减 -69.10 

卫健局
人民医院垂杨分院项目地方配套（其中450万元是2020年
末未使用地方配套预算安排）

2120804 项目调减 -398.08 

卫健局 中医院搬迁工程尾款 2120803 项目调减 -1300.00 

市场监管局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经费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 

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士兵待岗[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 2120899 项目调减 -2528.00 

退役军人事务局 原安置后下岗退役士兵下岗期间生活费 2120899 项目调减 -690.57 

农业农村局
垂杨镇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新民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项目

2120804 项目调减 -65.00 

农业农村局 南宫市2019年紫冢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保金 2120804 项目调减 -75.70 

农业农村局
南宫市王道寨乡规模化沼气工程及生态循环农业一期项
目

2120804 项目调减 -116.18

农业农村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 2120804 项目调减 -36.07 

农业农村局 农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120804 项目调减 -136.16 

水务局 2021年南水北调水费 2120899 项目调减 -343.00 

水务局 2021年引黄水费、电费及管理费 2120899 项目调减 -491.00 

水务局 供水服务费 2120899 项目调减 -300.00 



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水务局 经济开发区洪水影响规划编制 2120899 项目调减 -40.00 

水务局 经济开发区水土保持规划编制 2120899 项目调减 -10.50 

水务局 南宫市南水北调配套管网改造及新建工程投资收益 2120899 项目调减 -15.00 

水务局 南宫市南水北调配套经济开发区东区工业给水管道工程 2120899 项目调减 -186.71 

水务局 水利各项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1030.33

水务局 水务化解隐性债务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140.00 

自规局 南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0 

自规局 南宫市兴城实业有限公司注资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100.00 

自规局 2021年土地整治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300.00 

自规局
南宫市北胡街道办事处付家庄砖瓦窑复垦（占补平衡）
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42.02

自规局 土地收储成本 2120899 项目调减 -2000.00 

生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资金 2120804 项目调减 -448.76 

应急局 南宫市消防装备购置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50.00 

商务局 2020年促进外贸发展补贴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193.28 

经济开发区 南宫市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 2120803 项目调减 -220.00 

经济开发区 企业（产业）引导发展扶持资金 2120803 项目调减 -4000.00 

经济开发区 企业服务中心众创产业园建设费用 2120803 项目调减 -400.00 

经济开发区 西区第二污水处理厂运营及调试费用 2120803 项目调减 -50.00

经济开发区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及前期费用 2120803 项目调减 -200.00

经济开发区 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及评价费用 2120803 项目调减 -50.00

财政预留 税务局办税厅提升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80.00 

财政预留 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 2120899 项目调减 -55.00 

财政预留 预留待分配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2000.00 

财政预留 预留工程项目尾款 2120899 项目调减 -5000.00 

财政预留 预留疫情防控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2000.00 

财政预留 预留征地拆迁补偿及收储资金 2120899 项目调减 -4000.00 



附件7：

2021年市级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分配使用明细（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债券金额
预算科目编

码
备   注

合计 -7400 

水务局 南宫市南水北调配套经济开发区工业给水管道二期工程 -300 2290402

水务局 2021-2022年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项目 -1020 2290402

经济开发区
南宫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凤翔路、永信
路、文源二街）

-2240 2290402

经济开发区 南宫经济开发区邢德路南雨污管网项目 -2100 2290402

经济开发区 南宫经济开发区大庆街跨清西干渠桥梁工程 -1600 2290402

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南宫市供热管网设施建设项目 -2000 2290402

文广体旅局 南宫市图书馆改建项目 -2000 2290402

文广体旅局 冀南红色研学基地 -3940 2290402

卫健局 南宫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楼建设项目 1500 2290402

住建局 南宫市段芦头镇热源建设项目 6300 229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