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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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52 -46755 262897 支出总计 309652 -46755 262897

本级收入合计 59822 0 59822 本级支出合计 299522 -46755 252767

转移性收入 249830 -46755 203075 转移性支出 10130 0 10130

  上级补助收入 171960 1176 17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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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 149878  

      体制补助收入 576 576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42688 1176 4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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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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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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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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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408 896 0

  调入资金 48540 -48344 196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48540 -4834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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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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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81 -5379 20302 

二、外交支出 202

三、国防支出 203 3335 -300 3035 

四、公共安全支出 204 9420 -296 9124 

五、教育支出 205 43514 -2851 40663 

六、科学技术支出 206 296 -93 203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7 -68 -397 -465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 47390 -4341 43049 

九、卫生健康支出 210 45970 -15138 30832 

十、节能环保支出 211 25026 -3946 2108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212 22530 -1612 20918 

十二、农林水支出 213 35881 -3922 31959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214 8518 -313 8205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15 976 -963 13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6 1335 -93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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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971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221 5720 -108 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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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 -41 1408 

二十二、预备费 227 920 -920 

二十三、其他支出 229 15402 -5689 9713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232 4063 -179 3884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33 61 -40 21 

合         计 299522 -46755 252767 



附件3：

2021年市级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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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51 

人大 开展人大重大课题调查研究 2010106]人项目调减 -5.00 

人大 人大代表之家运行 2010108]代项目调减 -5.00 

人大 人大代表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活动 2010106]人项目调减 -4.00 

人大 人大代表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活动 2010106]人项目调减 -3.50 

人大 人大代表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活动 2010106]人项目调减 -2.50 

人大 人大代表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活动 2010106]人项目调减 -1.00 

人大 人大机关智慧人大建设 2010101]行项目调减 -10.00 

人大 人大网站和常委会会议电子表决系统运行维护 2010101]行项目调减 -1.40 

政协 拆违拆迁专项监督 2010205]委项目调减 -1.59 

政协 对外联谊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10 

政协 对外联谊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09 

政协 发展促进会经费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89 

政协 发展促进会经费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56 

政协 发展促进会经费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50 

政协 换届工作经费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14 

政协 换届工作经费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02 

政协 监督事务项目 2010205]委项目调减 -0.05 

政协 政协理论研究 2010202]一项目调减 -4.00 

政协 政协理论研究 2010202]一项目调减 -3.82 

政协 政协文史印刷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09 

政协 政协云视频会议系统建设 2010202]一项目调减 -0.03 

政协 专题调研项目 2010206]参项目调减 -0.06 

市委办 市委综合事务管理 2013101]行项目调减 -10.01 

市委办 市委综合事务管理 2013101]行项目调减 -7.85 

市委办 中国共产党南宫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经费 2013101]行项目调减 -0.04 

政府办 《南宫年鉴》编印费、公文打印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7 

政府办 党员活动费、党报党刊征订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3.35 

政府办 党员活动费、党报党刊征订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6 

政府办 党员活动费、党报党刊征订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2 

政府办 环保督查、食品安检、政务、园林城市、治超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6 

政府办 环保督查、食品安检、政务、园林城市、治超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1 

政府办 会务经费、培训费、接待费、招商活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7.19 

政府办 会务经费、培训费、接待费、招商活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1 

政府办 会务经费、培训费、接待费、招商活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9.69 

政府办 会务经费、培训费、接待费、招商活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1 

政府办 人防办市值人防工程项目 2030603]人项目调减 -300.00 

政府办 人防宣教场馆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费 2030603]人项目调减 -0.14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政府办 涉密领域终端设备及安可替代设备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73 

政府办 外事侨务 2010301]行项目调减 -3.81 

政府办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网站、群众热线以及电话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9 

政府办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网站、群众热线以及电话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4 

政法委 见义勇为工作经费 2040299]其项目调减 -0.50 

政法委 见义勇为工作经费 2040299]其项目调减 -0.50 

政法委 铁路护路人员经费 2040299]其项目调减 -0.79 

政法委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责任险和以奖代补经费 2040299]其项目调减 -6.72 

财政局 办公楼综合运行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0.03 

财政局 代列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经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20.14 

财政局 代列国库支付专网管理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0.30 

财政局 代列农业保险机构招投标经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3.00 

财政局 代列全市国有资产管理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1.80 

财政局 代列乡镇局域网租赁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0.02 

财政局 代列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评价工作经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1.70 

财政局 代列行政事业单位账本征订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0.11 

财政局 消防设施改造工作经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8.23 

财政局 综合治稅工作经费 2010601]行项目调减 -0.02 

统计局 城调队劳务用工费 2010508]统项目调减 -14.23 

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项目 2010507]专项目调减 -2.00 

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项目 2010507]专项目调减 -0.12 

统计局 企业统计员报表补贴预算 2010508]统项目调减 -0.42 

统计局 省级月度调查失业率统计项目 2010508]统项目调减 -1.00 

统计局 专项统计业务综合经费项目 2010505]专项目调减 -2.50 

统计局 专项统计业务综合经费项目 2010505]专项目调减 -1.50 

统计局 专项统计业务综合经费项目 2010505]专项目调减 -1.50 

纪委 纪检保障 2011101]行项目调减 -0.92 

审计局 购置办公电脑和打印机 2010801]行项目调减 -0.43 

审计局 购置办公电脑和打印机 2010801]行项目调减 -0.04 

审计局 审计经费 2010801]行项目调减 -0.09 

审计局 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审计服务费 2010804 新增项目 -50.00 

科工信局 百家院所邢台行经费 2060502]技项目调减 -3.50 

科工信局 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县级补贴 2150899]其项目调减 -19.60 

科工信局 农业科技110网络服务体系平台运行经费 2060502]技项目调减 -1.00 

科工信局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补资金 2150899]其项目调减 -42.00 

科工信局 中国毛纺织协会试点产业集群服务咨询费 2150899]其项目调减 -1.00 

科工信局 入股邢台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资金 2150899 项目调减 -700.00 

科工信局 “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编制经费 2060599 项目调减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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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工信局 2019年省级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2150599 项目调减 -200.00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巡察办 完成各级巡察工作任务 2013105]专项目调减 -4.27 

巡察办 完成各级巡察工作任务 2013105]专项目调减 -1.84 

巡察办 完成各级巡察工作任务 2013105]专项目调减 -0.54 

巡察办 完成各级巡察工作任务 2013105]专项目调减 -0.13 

行政审批局 免费为群众复印材料产生的材料复印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行政审批局 免费为群众复印材料产生的材料复印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75 

行政审批局 免费为群众复印材料产生的材料复印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75 

行政审批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3.50 

行政审批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行政审批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0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32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12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30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88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83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83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74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3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0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0 

行政审批局 审批局运转保障经费（含福利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4 

行政审批局 政务云租赁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8.00 

信访局 信访值班经费 2010308]信项目调减 -10.00 

发改局 第三方中介咨询、评审费用 2010499]其项目调减 -4.70 

发改局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行政执法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发改局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行政执法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39 

发改局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行政执法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4 

发改局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发改局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2 

发改局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1 

发改局 物价日常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发改局 物价日常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90 

发改局 物价日常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60 

发改局 项目比看和集中开工仪式费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4.34 

发改局 招商引资费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04 

发改局 招商引资费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00 

发改局 招商引资费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发改局 招商引资费用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6 

发改局 重点项目比看观摩集中开工工作经费 2010406 项目调减 -5.00 

发改局 调整科技园区规划编制费用 2010406 项目调减 -12.00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宣传部 精神文明创建项目 2013301]行项目调减 -0.50 

宣传部 文明城市项目 2013301]行项目调减 -3.00 

宣传部 宣传综合事务管理 2013301]行项目调减 -7.00 

宣传部 宣传综合事务管理 2013301]行项目调减 -2.00 

宣传部 宣传综合事务管理 2013301]行项目调减 -1.00 

组织部 大督查工作经费 2013201]行项目调减 -4.11 

组织部 大督查工作经费 2013201]行项目调减 -3.64 

组织部 党建工作 2013201]行项目调减 -0.01 

组织部 档案“三化”提升项目（档案、购置服务器20万元） 2013201]行项目调减 -22.00 

组织部 档案三化提升 2013201]行项目调减 -18.88 

组织部 到村帮扶大学生工资 2130152]对项目调减 -3.36 

组织部 干部培训 2013201]行项目调减 -1.50 

组织部 干部培训 2013201]行项目调减 -0.18 

组织部 干部日常管理 2013201]行项目调减 -0.27 

组织部 工资管理信息服务费 2013201]行项目调减 -8.00 

组织部 老党员定补 2080899]其项目调减 -1.94 

组织部 人才奖励 2013201]行项目调减 -0.90 

组织部 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和驻村干部人身意外保险费用 2013201]行项目调减 -56.80 

组织部 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和驻村干部人身意外保险费用 2013201]行项目调减 -6.91 

组织部 支部书记纳入财政 2013201]行项目调减 -18.44 

公安局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经费 2040220]执项目调减 -11.00 

公安局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经费 2040220]执项目调减 -4.86 

公安局 禁种铲毒无人机航测及数据分析服务费用 2040220]执项目调减 -11.40 

公安局 居民二代身份证制作工本费 2040220]执项目调减 -0.12 

公安局 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2040201]行项目调减 -42.10 

公安局 特警队员训练期间伙食补助 2040220]执项目调减 -2.00 

公安局 装备购置尾款 2040201]行项目调减 -14.37 

公安局 南宫市看守所2021年度屋顶漏雨及外围墙维修维护项目 2040220]执项目调减 -0.54 

法院 劳务派遣经费 2040502]一项目调减 -5.09 

法院 人民陪审员及调解员经费 2040502]一项目调减 -25.56 

法院 信访案件救助金 2040505]案项目调减 -23.96 

教育局 2021年教育城域网运营维护费 2050999]其项目调减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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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教育局 北胡中心学校大召小学维修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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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教育局 国瑞中心学校保安幼儿园改造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40.00 

教育局 紫冢中心学校马屯学校改扩建工程 2050202 项目调减 -20.00 

教育局 事前绩效评估经费 2050199 项目调减 -5.00 

教育局 2021年校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0.02 

教育局 2021年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保障经费 2050299]其项目调减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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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成人教育经费 2050499]其项目调减 -3.05 

教育局 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和困难学生排查资助 2050299]其项目调减 -6.30 

教育局 顶岗实习生生活补贴 2050299]其项目调减 -0.48 

教育局 劳务派遣 公办幼儿园 [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52.96 

教育局 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本级配套 2050299]其项目调减 -30.90 

教育局 暖气、锅炉改造监理费及质保金 2050299]其项目调减 -7.12 

教育局 普通高中免学费补助本级配套 2050204]高项目调减 -18.98 

教育局 同步课堂设备购置质保金 2050299]其项目调减 -16.60 

教育局 项目服务费用 2050299]其项目调减 -25.39 

教育局 学前生均公用经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1.82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2050299]其项目调减 -8.35 

教育局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本级配套 2050299]其项目调减 -7.18 

教育局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本级配套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46.68 

教育局 南宫中学新校区建设前期费用（监理、设计费） 2050204]高项目调减 -67.58 

教育局 南宫实验中学[隐性债务2019-2021化解] 2050299]其项目调减 -106.77 

教育局 实验中学科教楼附属工程项目 2050903]城项目调减 -40.80 

教育局 实验中学校园绿化 2050903]城项目调减 -15.00 

教育局 短期培训与技能考试 2050399]其项目调减 -16.15 

教育局 短期培训与技能考试 2050399]其项目调减 -10.00 

教育局 校园网络建设设备购置 2050399]其项目调减 -75.50 

教育局 校园网络建设设备购置[中职教育费附加] 2050905]中项目调减 -130.00 

教育局 学生宿舍楼配套设施设备购置安装[职教专项经费] 2050905]中项目调减 -94.03 

教育局 职教中心4号学生宿舍楼建设[中职教育费附加] 2050905]中项目调减 -400.00 

教育局 中职助学金本级配套 2050302]中项目调减 -3.92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2.24 

教育局 2021教师培训费 2050801]教项目调减 -0.20 

教育局 南宫市幼儿园租赁新华书店办学场地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4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9.75 

教育局 东街小学电路改造 2050904]城项目调减 -18.21 

教育局 东街小学教室涂料粉刷 2050903]城项目调减 -11.13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3.2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99]其项目调减 -10.47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4.51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2.84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8.08 

教育局 北胡小学综合实验楼附属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0.93 

教育局 北胡幼儿园保育楼附属工程 2050999]其项目调减 -7.02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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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7.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西丁大门、厕所 2050901]农项目调减 -5.00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5.84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5.54 

教育局 大村小学综合实验楼附属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1.25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24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5.55 

教育局 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本级配套 2050299]其项目调减 -0.04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4.4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9.87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前教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6.8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8.3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9.13 

教育局 垂杨小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2019年资金] 2050202]小项目调减 -28.73 

教育局 垂杨小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工程款及服务费用（本级配套资金）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3.78 

教育局 垂杨镇前溹泸学校围墙及厕所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16.1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8.0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6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1.3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4.34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2.08 

教育局 吴村中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2019年资金] 2050203]初项目调减 -20.89 

教育局 吴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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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项目调减 -31.57 

教育局 张吴村教学点教室、厕所及室外土建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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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9.87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2.08 

教育局 吕坡小学教师周转宿舍附属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0.46 

教育局 紫冢镇东沙窝学校教学用房改造及附属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2.03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9.5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1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4.16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2050299]其项目调减 -4.76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7.7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2.08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2050299]其项目调减 -3.57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5.41 

教育局 社区教育宣传活动项目 2050501]广项目调减 -5.92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6.13 

教育局 第二小学教学设施设备购置[含图书]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6.51 

教育局 第二小学校园绿化 2050202]小项目调减 -20.00 

教育局 第一幼儿园工程款及服务费用 2050999]其项目调减 -200.00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2050299]其项目调减 -23.82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8.23 

教育局 甘狼冢幼儿园校舍维修改造工程 2050999]其项目调减 -0.8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2.08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11.82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3.74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69 

教育局 南便乡赵九宫学校教学用房改造及附属工程 2050901]农项目调减 -3.27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5.6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6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1.3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4.04 

教育局 北唐幼儿园保育楼建设工程 2050999]其项目调减 -37.91 

教育局 北唐中心学校北唐幼儿园院落改造及附属工程项目 2050201]学项目调减 -50.00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2.08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4.34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6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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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5.98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6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1.39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5.98 

教育局 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本级配套 2050299]其项目调减 -0.20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2050299]其项目调减 -5.44 

教育局 2021年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费 2050202]小项目调减 -7.63 

教育局 劳务派遣（幼儿园教师）服务费 2050201]学项目调减 -0.09 

教育局 劳务派遣公办幼儿园（幼儿园教师） 2050201]学项目调减 -2.08 

教育局 学校取暖设备购置-农村税费转移支付 2050299]其项目调减 -4.05 

教育局 紫冢中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2019年资金] 2050203]初项目调减 -21.45 

文广体旅局 冀南红色研学基地项目 2079999]其项目调减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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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9999]其项目调减 -223.03 

文广体旅局 尚小云大剧院运行费 2079999]其项目调减 -15.00 

文广体旅局 文化志愿服务补助费 2079999]其项目调减 -0.14 

文广体旅局 影剧场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等 2079999]其项目调减 -1.17 

文广体旅局 图书馆本级免费开放经费 2079999]其项目调减 -0.71 

融媒体中心 筹建DS-16数字电视项目 2070805]电项目调减 -42.55 

融媒体中心 电视台劳务费 2070801]行项目调减 -13.31 

融媒体中心 发票摇奖活动奖金及经费 2070801]行项目调减 -0.92 

融媒体中心 工作补充经费 2070801]行项目调减 -2.93 

融媒体中心 融媒体人员培训费 2070899]其项目调减 -3.83 

融媒体中心 设备购置与维修经费 2070801]行项目调减 -1.95 

融媒体中心 手机APP运营租赁费 2070801]行项目调减 -1.22 

融媒体中心 专项业务费（广告） 2070801]行项目调减 -10.30 

残联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 2081199]其项目调减 -1.00 

残联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 2081199]其项目调减 -0.25 

住建局 2020至2021年度提前（延长）供热增加成本费用补贴 2120303]小项目调减 -100.00 

住建局 2021年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2210105]农项目调减 -50.00 

住建局 2021年危房改造监理费 2210105]农项目调减 -3.60 

住建局 联通云视频费用 2120101]行项目调减 -4.64 

住建局 移动公司大气污染指挥调度平台系统服务费 2110301]大项目调减 -1.80 

住建局 直管公房维护及保运转经费 2120101]行项目调减 -11.28 

住建局 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和梯度保障 2210107]保项目调减 -54.00 

住建局 住建局保障经费 2120101]行项目调减 -4.46 

住建局 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保障经费 2120101]行项目调减 -24.07 

城管局 安全生产检查维护费用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00 

城管局 泵站维护运转保障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4.66 

城管局 城区街道路灯等维护及电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3.67 

城管局 城区街道中国结、灯箱等亮化灯具电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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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局 城市管理综合整治经费保障 2120104]城项目调减 -4.90 

城管局 城市管理综合整治经费保障 2120104]城项目调减 -3.10 

城管局 城市管理综合整治经费保障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76 

城管局 道路挖掘修复费用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5.00 

城管局 公共场所照明用电及附属设施维护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0.19 

城管局 国道防尘环境治理 2120104]城项目调减 -6.83 

城管局 环卫（市区、城中村、外环路）及垃圾处理厂日常工作保障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80.13 

城管局 环卫街道公园等用水费用 2120104]城项目调减 -0.03 

城管局 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0.87 

城管局 劳务派遣人员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3.77 

城管局 南宫湖公园、人民广场、凤泰隆广场养护管理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6.62 

城管局 农村环卫一体化和农村厕所改造专班办公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00 

城管局 生活垃圾异地焚烧处置生态补偿金 2110399]其项目调减 -100.00 

城管局 市政设施维修维护保障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1.18 

城管局 数字化城管平台运行维护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0.23 

城管局 退役人员自谋职业生活补贴 2120104]城项目调减 -1.08 

城管局 污水处理费 2110302]水项目调减 -320.10 

城管局 五一、十一花卉购置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6.11 

城管局 园林处日常管理保障经费 2120104]城项目调减 -26.11 

城管局 增环卫街道公园等用水费用 2120104]城项目调减 -45.75 

城管局 农村保洁与生活垃圾清运资金 2130705 项目调减 -1140.00 

城管局 市政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管理系统（GIS)建设资金 2120399 项目调减 -30.00 

城管局 南环路喷雾抑尘降尘系统项目资金 2110301 项目调减 -48.49 

城管局 南环路喷雾抑尘降尘系统（二期）项目资金 2110301 项目调减 -24.46 

城管局 生活垃圾处理厂2021年土壤监测费用 2120104 项目调减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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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项目调减 -75.77 

交通局 公路路产修复及执法业务经费 2140112]公项目调减 -36.00 

交通局 公路路产修复及执法业务经费 2140112]公项目调减 -15.00 

交通局 公路路产修复及执法业务经费 2140112]公项目调减 -12.00 

交通局 公路路产修复及执法业务经费 2140112]公项目调减 -5.83 

交通局 公路路产修复及执法业务经费 2140112]公项目调减 -1.50 

交通局 国防公路建设工役制人员补助 2140199]其项目调减 -1.20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22.00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21.78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13.76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7.76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5.00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3.50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3.20 

交通局 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经费 2140499]成项目调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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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 南环路立交桥匝道及桥下106公路路面维修工程 2120399]其项目调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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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项目调减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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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项目调减 -0.01 

交通局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2140106]公项目调减 -86.00 

交通局 腾飞路、五一路、南环路部分路段路面维修养护工程 2120399]其项目调减 -1.32 

交通局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 2240699]其项目调减 -20.00 

总工会 基层工会建设 2012902]一项目调减 -0.20 

总工会 职工技能培训 2012902]一项目调减 -3.14 

总工会 职工慰问活动 2012902]一项目调减 -0.04 

总工会 职工文体活动 2012902]一项目调减 -0.15 

老干部局 关心下一代工作 2080503]离项目调减 -0.01 

老干部局 活动中心取暖费 2080503]离项目调减 -0.02 

老干部局 离退休干部公用经费 2080503]离项目调减 -0.01 

人社局 2021年公开招聘疾控中心和基层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工作人员经费 2080104]综项目调减 -0.05 

人社局 财政配套就业补助资金 2080701]就项目调减 -5.36 

人社局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认证专项服务费 2080107]社项目调减 -16.80 

人社局 工资管理系统联网升级及工资福利业务工作经费 2080104]综项目调减 -0.01 

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经费 2080101]行项目调减 -0.01 

人社局 人才招聘、岗位推介专项工作经费 2080104]综项目调减 -0.01 

人社局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经费 2080199]其项目调减 -12.29 

人社局 我单位郁建等5名同志养老保险费欠费缺口 2080505]机项目调减 -1.01 

人社局 城镇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地方财政补贴 2082601]财项目调减 -540.00 

人社局 工伤保险业务保障专项经费 2080104]综项目调减 -4.00 

人社局 启动核心业务单位退休养老金缺口 2080507]对项目调减 -172.84 

人社局 养老所新制度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2080507]对项目调减 -707.12 

人社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补贴县级补助 2082602]财项目调减 -3.66 

人社局 代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养老保险费 2082602]财项目调减 -0.11 

人社局 农保中心人社业务专网租赁费 2080104]综项目调减 -0.19 

民政局 殡仪馆办公经费 2081004]殡项目调减 -0.16 

民政局 殡仪馆火化工人员劳务费 2081004]殡项目调减 -0.18 

民政局 殡仪馆设备维修维护 2081004]殡项目调减 -8.15 

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 2081107]残项目调减 -43.89 

民政局 城乡低保、特困核查经费 2080299]其项目调减 -0.01 

民政局 村（居）“两委”换届 2080208]基项目调减 -0.01 

民政局 防贫保险 2130599]其项目调减 -54.00 

民政局 扶贫乡镇公益岗工资 2130599]其项目调减 -253.97 

民政局 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补助资金 2130507]扶项目调减 -13.81 

民政局 高龄补贴 2081002]老项目调减 -32.52 

民政局 河北省社会救助平台机房维修、网费 2080299]其项目调减 -0.01 

民政局 火化人员（对普通群众）奖补 2081004]殡项目调减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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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 聘请专业档案管理第三方进行整理归纳扶贫档案项目资金 2080299]其项目调减 -60.97 

民政局 社会经办人员经费 2080299]其项目调减 -11.40 

民政局 社区经费 2080208]基项目调减 -0.01 

民政局 失能、半失能养老服务补贴 2081002]老项目调减 -131.69 

卫健局 卫健局疫情防控资金 2100410 项目调增 149.60 

卫健局 创城工作经费（创城专班） 2100499]其项目调减 -5.87 

卫健局 独生子女退休一次性奖励资金 2100799]其项目调减 -68.70 

卫健局 妇幼保健院耳聋基因免费筛查 2100403]妇项目调减 -0.41 

卫健局 红十字会项目办公经费 2100199]其项目调减 -4.00 

卫健局 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补贴地方配套 2100399]其项目调减 -96.80 

卫健局 计划生育救助公益金 2100799]其项目调减 -5.90 

卫健局 计生协日常工作经费 2100799]其项目调减 -1.31 

卫健局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2100717]计项目调减 -10.37 

卫健局 南宫市妇幼保健院唐氏综合症产前筛查项目 2100403]妇项目调减 -14.45 

卫健局 南宫市妇幼保健院孕产妇健康服务管理资金项目 2100403]妇项目调减 -14.88 

卫健局 南宫市妇幼保健院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项目 2100403]妇项目调减 -66.12 

卫健局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地方配套）2100799]其项目调减 -68.63 

卫健局 农村妇女免费两癌筛查项目 2100799]其项目调减 -15.00 

卫健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培训、演练、物资储备项目（鼠疫、新冠）2100401]疾项目调减 -2.00 

卫健局 卫生健康宣传工作经费 2100799]其项目调减 -2.00 

卫健局 乡镇计生、计划生育补助经费 2100799]其项目调减 -2.00 

卫健局 新冠疫情防控经费（疫情指挥部领导小组） 2100410]突项目调减 -15.84 

卫健局 新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100399]其项目调减 -23.56 

卫健局 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项目 2100799]其项目调减 -17.40 

卫健局 原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地方配套资金 2100408]基项目调减 -264.38 

卫健局 南宫市卫生监督所罚没办公、办案及职业健康执法经费 2100402]卫项目调减 -7.49 

卫健局 南宫市卫生监督所罚没办公、办案及职业健康执法经费 2100402]卫项目调减 -3.00 

卫健局 疾病控制中心保障经费 2100401]疾项目调减 -3.42 

卫健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疫苗成本 2100401]疾项目调减 -619.72 

卫健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及感染者“四免一关怀”政策救助 2100799]其项目调减 -2.52 

市场监管局 餐饮油烟净化装置监控平台维护费 2110301]大项目调减 -2.10 

市场监管局 基层建设提升经费 2013802]一项目调减 -2.98 

市场监管局 基层建设提升经费 2013802]一项目调减 -1.36 

市场监管局 基层建设提升经费 2013802]一项目调减 -0.94 

市场监管局 基层建设提升经费 2013802]一项目调减 -0.41 

市场监管局 食品药品执法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0.69 

市场监管局 市场监管保障专项经费 2013802]一项目调减 -2.29 

市场监管局 市场监管机关后勤保障经费 2013802]一项目调减 -1.92 

市场监管局 市场监管执法装备和办公设备购置 2013802]一项目调减 -2.74 

市场监管局 市场秩序执法和监管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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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局 市场秩序执法和监管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1.25 

市场监管局 市场秩序执法和监管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0.28 

市场监管局 市场秩序执法和监管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0.09 

市场监管局 市场秩序执法和监管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0.04 

市场监管局 市场秩序执法和监管经费 2013805]市项目调减 -0.03 

市场监管局 网络运行费 2013808]信项目调减 -0.92 

市场监管局 网络运行费 2013808]信项目调减 -0.28 

市场监管局 网络运行费 2013808]信项目调减 -0.07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013899]其项目调减 -51.87 

市场监管局 制式服装购置资金 2013805]市项目调减 -60.00 

市场监管局 质量安全监管经费 2013815]质项目调减 -7.00 

市场监管局 质量安全监管经费 2013815]质项目调减 -1.60 

市场监管局 质量安全监管经费 2013815]质项目调减 -1.21 

市场监管局 质量安全监管经费 2013815]质项目调减 -1.00 

市场监管局 质量安全监管经费 2013815]质项目调减 -0.04 

市场监管局 质量基础经费 2013810]质项目调减 -3.60 

市场监管局 质量基础经费 2013810]质项目调减 -1.50 

市场监管局 质量基础经费 2013810]质项目调减 -1.18 

医保局 2021年长期护理保险本级配套资金 2101299]财项目调减 -134.97 

医保局 城乡居民无户籍贫困人口门诊统筹补助资金 2101202]财项目调减 -1.04 

医保局 城乡居民系统软件服务费及维护费 2101506]医项目调减 -3.00 

医保局 城乡居民医保本级配套资金 2101202]财项目调减 -117.43 

医保局 飞行检查费用 2101506]医项目调减 -0.02 

医保局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宣传资料、手册印刷费及门诊病历处方本 2101506]医项目调减 -0.01 

医保局 局机关改造会议室资金 2101501]行项目调减 -0.01 

医保局 门特专家鉴定 2101506]医项目调减 -3.48 

医保局 入户摸底调查表印刷经费[宣传资料] 2101501]行项目调减 -3.00 

医保局 市直机关公务员医疗补贴 2101201]财项目调减 -0.79 

医保局 医保业务骨干网络建设使用及运营管理体系经费 2101506]医项目调减 -1.25 

医保局 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印刷费 2101501]行项目调减 -16.00 

退役军人局 1-4级伤残军人护理费 2080899]其项目调减 -0.21 

退役军人局 5-6级精神病残疾军人护理费 2080899]其项目调减 -1.74 

退役军人局 部分退役士兵单位负担社会保险金 2080999]其项目调减 -26.22 

退役军人局 第四批返还养老保险资金 2080999]其项目调减 -28.29 

退役军人局 光荣牌 2080899]其项目调减 -0.01 

退役军人局 光荣院集中供养优抚对象生活补助 2080899]其项目调减 -0.01 

退役军人局 困难临时性救助[三难] 2080899]其项目调减 -1.60 

退役军人局 烈士一次性抚恤金 2080899]其项目调减 -0.67 

退役军人局 生活困难企业军转干部医保资金 2080905]军项目调减 -5.26 

退役军人局 退役军人事务专项经费 2082801]行项目调减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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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局 退役士兵待岗（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 2080999]其项目调减 -12.07 

退役军人局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经费 2080904]退项目调减 -18.81 

退役军人局 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 2080901]退项目调减 -48.06 

退役军人局 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金 2080899]其项目调减 -0.03 

退役军人局 拥军优属慰问补助金 2082804]拥项目调减 -92.81 

退役军人局 优抚对象价格临时补贴资金 2080899]其项目调减 -165.00 

退役军人局 原8023部队和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健康体检费 2080899]其项目调减 -1.28 

退役军人局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2080803]在 、退项目调减 -936.87 

退役军人局 转业士官待安置期间生活费 2080901]退项目调减 -22.27 

退役军人局 自谋职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及差额 2080901]退项目调减 -392.05 

农业农村局 2018年美丽乡村建设质保金 2130126]农项目调减 -1.68 

农业农村局 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及棉花补贴差补 2130122]农项目调减 -1.58 

农业农村局 2021年畜禽定点屠宰人员执法专项经费 2130199]其项目调减 -1.42 

农业农村局 报刊征订款 2130104]事项目调减 -11.19 

农业农村局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管理经费 2130135]农项目调减 -4.22 

农业农村局 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工本费 2130108]病项目调减 -9.27 

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疫病防治资金 2130108]病项目调减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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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31 

农业农村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疫病防治资金 2130109]农项目调减 -1.96 

农业农村局 农村三员补助 2130120]稳项目调减 -0.51 

农业农村局 农机政策性保险补贴 2130122]农项目调减 -10.00 

农业农村局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2130124]农项目调减 -5.50 

农业农村局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评估费 2130199]其项目调减 -2.00 

水务局 水务视频会议系统升级改造费用 2130314 项目调减 -7.67 

自规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1.50 

自规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0.96 

自规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0.75 

自规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0.65 

自规局 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 2200104]自项目调减 -10.00 

自规局 创森生态场所建设资金 2200107]自项目调减 -20.00 

自规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普查（自然资源局） 2200106]自项目调减 -12.07 

自规局 国有林场费用 2130207]森项目调减 -10.14 

自规局 国有林场费用 2130207]森项目调减 -4.37 

自规局 建筑风貌设计及城市设计编制资金 2200104]自项目调减 -20.00 

自规局 开云电动皮卡车款 2200102]一项目调减 -4.32 

自规局 绿化补贴 2110402]农项目调减 -3.95 

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18.87 

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9.00 

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4.00 

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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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2.68 

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1.00 

自规局 专项办案经费 2200102]一项目调减 -1.00 

气象局 2021年乡镇区域站维护经费 2200510]气项目调减 -15.00 

气象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2200504]气项目调减 -1.50 

气象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2200504]气项目调减 -1.00 

气象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2200504]气项目调减 -0.80 

气象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2200504]气项目调减 -0.50 

气象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2200504]气项目调减 -0.30 

生态环境局 环保专项项目资金 2110199]其项目调减 -61.51 

生态环境局 南宫市环保项目审计费 2110399 项目调减 -7.26 

生态环境局 购买VOCs走航监测资金 2110301 项目调减 -100.00 

生态环境局 编制南宫市清凉江治理与修复实施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资金 2110302 项目调减 -13.00 

应急局 防汛抗旱专项项目 2240104]灾项目调减 -0.02 

应急局 机关综合事务管理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2.51 

应急局 机关综合事务管理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1.80 

应急局 机关综合事务管理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0.51 

应急局 机关综合事务管理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0.50 

应急局 南宫市2021年政策性农房保险保费补助资金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3.48 

应急局 南宫市重大活动应急通信建设项目配套资金项目 2240109]应项目调减 -2.61 

应急局 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2.50 

应急局 宣传教育及培训项目 2240199]其项目调减 -1.00 

应急局 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应急通信系统（装备）”资金 2240109]应项目调减 -2.89 

应急局 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演练以及应急抢险项目 2240108]应项目调减 -1.50 

应急局 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演练以及应急抢险项目 2240108]应项目调减 -0.17 

商务局 电子商务产业园网络使用费 2160250 项目调减 -3.00 

商务局 “迎新春 庆元旦”和“乐享盛夏”惠民促销费活动核销资金 2160250 项目调减 -74.87 

商务局 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企业登报公示及审计费用 2160299]其项目调减 -1.62 

商务局 加油站点（第一批）安装数据信息实时采集系统 2160299]其项目调减 -12.50 

商务局 市场监督管理经费 2160250]事项目调减 -0.83 

商务局 一机厂退休老师差额 2160250]事项目调减 -0.14 

商务局 招商推介会费用 2011308]招项目调减 -3.54 

商务局 招商宣传片、招商资料尾款 2011308]招项目调减 -7.25 

商务局 招商选资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7.26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68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41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24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12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2 2011308]招项目调减 -34.92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2 2011308]招项目调减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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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2 2011308]招项目调减 -1.01 

商务局 驻外招商分队工作经费2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79 

商务局 专职招商分队工作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01 

凤岗办 办事处机关运行及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4 

凤岗办 城乡环境整治 2110402]农项目调减 -10.00 

凤岗办 城乡环境整治 2110402]农项目调减 -5.00 

凤岗办 城乡环境整治 2110402]农项目调减 -5.00 

凤岗办 城乡环境整治 2110402]农项目调减 -3.00 

凤岗办 城乡环境整治 2110402]农项目调减 -1.00 

凤岗办 创建卫生文明城市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06 

凤岗办 党报党刊 2070199]其项目调减 -1.00 

凤岗办 道路交通建设 2130142]农项目调减 -21.00 

凤岗办 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0.04 

凤岗办 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0.01 

凤岗办 改善人居环境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01 

凤岗办 环境保护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04 

凤岗办 基层党建资金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7 

凤岗办 梨园小镇建设 2110402]农项目调减 -6.26 

凤岗办 绿化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25.00 

凤岗办 绿化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5.00 

凤岗办 美丽乡村建设 2110402]农项目调减 -9.40 

凤岗办 美丽乡村建设 2110402]农项目调减 -5.00 

凤岗办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16 

凤岗办 平安建设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7 

凤岗办 平安建设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2 

凤岗办 人大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29 

凤岗办 文化站免费开放配套 2070109]群项目调减 -0.20 

凤岗办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3.51 

凤岗办 招商引资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5 

凤岗办 招商引资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2 

凤岗办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1.01 

南杜办 防疫资金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51 

南杜办 机关运行后勤保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60 

南杜办 经济发展服务 2011308]招项目调减 -1.74 

南杜办 退役军人事务经费 2082801]行项目调减 -1.00 

南杜办 辖区人居环境保护 2110402]农项目调减 -2.00 

南杜办 信访安保稳定 2010308]信项目调减 -3.56 

南杜办 疫情防控资金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3.90 

南杜办 应急安全及执法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南杜办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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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杜办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0.26 

南杜办 政法治安综合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北胡办 办事处机关运行及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3.10 

北胡办 美丽乡村涂料工程 2120399]其项目调减 -8.70 

北胡办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4 

北胡办 南宫市苗圃基地工程（崔屯原砖窑治理项目） 2120399]其项目调减 -26.98 

北胡办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8.40 

北胡办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1.92 

西丁办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2 

西丁办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0.17 

苏村镇 革命老区清西线道路尾款及路沿石工程款 2130142]农项目调减 -18.50 

苏村镇 基层组织建设及村级环境提升 2130199]其项目调减 -1.00 

苏村镇 落实2002年乡镇机构改革清退人员待遇资金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8 

苏村镇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1 

苏村镇 农业农村发展及招商引资 2130199]其项目调减 -0.02 

苏村镇 应急与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1.04 

苏村镇 应急与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0.02 

苏村镇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57 

苏村镇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0.73 

大村乡 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大村乡 党报党刊订阅 2070199]其项目调减 -1.02 

大村乡 防贫工作经费 2130501]行项目调减 -0.93 

大村乡 改善人居环境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1.50 

大村乡 机关运转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6.99 

大村乡 机关运转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97 

大村乡 机关运转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0 

大村乡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21 

大村乡 抗疫工作专项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9.76 

大村乡 民政定补 2080899]其项目调减 -0.16 

大村乡 人大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大村乡 文化站免费开放配套 2070109]群项目调减 -1.50 

大村乡 信访维稳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60 

大村乡 优抚专项 2080899]其项目调减 -6.90 

大村乡 育龄妇女小组长经费 2100799]其项目调减 -3.46 

大村乡 占地补偿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3.98 

大村乡 招商引资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0 

大村乡 招商引资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0 

南便乡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71 

南便乡 落实2004年乡镇机构改革清退人员待遇资金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4 

南便乡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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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便乡 民政工作经费（包含扶贫专班运行） 2130501]行项目调减 -1.01 

南便乡 人大经费（包含联络站运行） 2010101]行项目调减 -0.75 

南便乡 人居环境改善 2110402]农项目调减 -2.00 

南便乡 文化站免费开放配套 2070109]群项目调减 -0.75 

南便乡 乡村党建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68 

南便乡 乡村道路维护管控 2130707]农项目调减 -10.00 

南便乡 乡村环境保护治理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2.07 

南便乡 乡村普查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南便乡 乡村招商引资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65 

南便乡 乡风文明建设经费 2070199]其项目调减 -4.01 

南便乡 乡机关附属设施维护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00 

南便乡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8.50 

南便乡 综治维稳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6.18 

高村镇 2002年乡镇清退人员工资及保险待遇 2089999]其项目调减 -0.21 

高村镇 报刊征订 2070199]其项目调减 -0.51 

高村镇 扶贫攻坚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9 

高村镇 扶贫攻坚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5 

高村镇 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65 

高村镇 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高村镇 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64 

高村镇 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60 

高村镇 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0 

高村镇 机关日常运转及后勤保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28 

高村镇 基层党建 2013602]一项目调减 -0.67 

高村镇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0 

高村镇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5 

高村镇 计生专项 2100717]计项目调减 -0.83 

高村镇 计生专项 2100717]计项目调减 -0.41 

高村镇 经济发展及社会事务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75 

高村镇 经济发展及社会事务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3 

高村镇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13 

高村镇 人大工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6 

高村镇 人居环境整治及美丽城镇建设 2110402]农项目调减 -4.50 

高村镇 人居环境整治及美丽城镇建设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01 

高村镇 文化站免费开放配套 2070109]群项目调减 -0.25 

高村镇 乡风文明建设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32 

高村镇 乡风文明建设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27 

高村镇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0.10 

高村镇 政法信访维稳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85 

高村镇 政法信访维稳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36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大屯乡 公车租赁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1 

大屯乡 经济发展服务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1 

大屯乡 美丽乡村建设提升配套资金 2130126]农项目调减 -17.00 

大屯乡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1 

大屯乡 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奖补 2110402]农项目调减 -10.00 

大屯乡 乡村环境卫生治理提升 2110402]农项目调减 -2.00 

大屯乡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9.38 

王道寨乡 办公用房维修 2010301]行项目调减 -4.00 

王道寨乡 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14.27 

王道寨乡 扶贫工作 2010301]行项目调减 -2.00 

王道寨乡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60 

王道寨乡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6 

王道寨乡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15 

王道寨乡 清理杂草、垃圾及平整河道 2130306]水项目调减 -1.50 

王道寨乡 人大经费 2010101]行项目调减 -3.00 

王道寨乡 人居环境整治 2110402]农项目调减 -4.00 

王道寨乡 文化站免费开放配套 2070109]群项目调减 -1.50 

王道寨乡 污水处理设备运行 2110302]水项目调减 -3.17 

王道寨乡 污水处理设备运行 2110302]水项目调减 -2.00 

王道寨乡 乡风文明建设经费 2013399]其项目调减 -5.00 

王道寨乡 乡级路两侧绿廊维护 2110402]农项目调减 -3.00 

王道寨乡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3.79 

王道寨乡 育龄妇女小组长经费 2100799]其项目调减 -2.98 

王道寨乡 招商引资 2011308]招项目调减 -3.00 

王道寨乡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0.95 

垂杨镇 垂杨消防站装修质保金 2240204]消项目调减 -1.94 

垂杨镇 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5.30 

垂杨镇 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1.00 

垂杨镇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1 

垂杨镇 农村厕所维护 2130126]农项目调减 -20.00 

垂杨镇 维稳支出 2010308]信项目调减 -10.00 

垂杨镇 维稳支出 2010308]信项目调减 -0.41 

垂杨镇 宣传支出 2013399]其项目调减 -2.00 

垂杨镇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5.30 

明化镇 安全生产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0 

明化镇 报刊费 2070199]其项目调减 -0.05 

明化镇 便民服务室运行维护 2010301]行项目调减 -8.00 

明化镇 便民服务室运行维护 2010301]行项目调减 -6.70 

明化镇 便民服务室运行维护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68 

明化镇 防疫工作经费 2010399]其 （室）及项目调减 -0.01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明化镇 扶贫办公支出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1 

明化镇 基层党建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明化镇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90 

明化镇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0 

明化镇 计生专项 2100717]计项目调减 -1.67 

明化镇 落实2002年乡镇机构改革清退人员待遇资金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6 

明化镇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2 

明化镇 农村两室一站建设 2130705]对项目调减 -1.00 

明化镇 乡村道路建设、维护及绿化 2130142]农项目调减 -0.09 

明化镇 乡村环境保护 2110402]农项目调减 -7.56 

明化镇 信访维稳协调经费 2010308]信项目调减 -0.04 

明化镇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2.60 

明化镇 招商活动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1.04 

明化镇 招商活动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0.64 

薛吴村乡 环境保护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3.72 

薛吴村乡 狼冢店道路硬化工程 2130142]农项目调减 -2.92 

薛吴村乡 美丽乡村建设配套资金 2130126]农项目调减 -9.00 

薛吴村乡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2.20 

紫冢镇 2020年度S282镇区段道路两侧硬化美化项目追加资金 2010301]行项目调减 -3.00 

紫冢镇 对村级建设帮扶资金 2130705]对项目调减 -30.00 

紫冢镇 公务用车租赁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11 

紫冢镇 机关日常办公及附属设施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9.28 

紫冢镇 机关日常办公及附属设施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25 

紫冢镇 机关日常办公及附属设施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9 

紫冢镇 基层武装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50 

紫冢镇 计生专项 2100717]计项目调减 -0.04 

紫冢镇 美丽城镇提升工作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5.50 

紫冢镇 民政定补 2082502]其项目调减 -0.01 

紫冢镇 农业、农村、产权改革等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71 

紫冢镇 农业、农村、产权改革等工作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59 

紫冢镇 人大事务工作经费 2010101]行项目调减 -0.75 

紫冢镇 退役军人事务、社会治安工作经费 2010308]信项目调减 -3.65 

紫冢镇 文化站免费开放配套 2070109]群项目调减 -0.38 

紫冢镇 行政综合服务中心提升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4 

紫冢镇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7.30 

紫冢镇 镇区建设、安全生产、环境治理工作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7.90 

紫冢镇 镇区建设、安全生产、环境治理工作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1.46 

紫冢镇 镇区生活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2110402]农项目调减 -0.04 

紫冢镇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0.30 

段芦头镇 第二垃圾中转站运转经费 2130126]农项目调减 -50.00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段芦头镇 农村道路建设占地补偿 2120303]小项目调减 -7.84 

段芦头镇 农村环保经费 2110402]农项目调减 -37.00 

段芦头镇 农村社会事业经费 2130126]农项目调减 -30.84 

段芦头镇 清凉江国考断面南宫段河道整理资金 2110402]农项目调减 -5.20 

段芦头镇 污水管网建设 2120303]小项目调减 -200.00 

段芦头镇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120303]小项目调减 -286.23 

段芦头镇 优抚专项 2082502]其项目调减 -11.20 

段芦头镇 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0.47 

段芦头镇 占补平衡项目土壤改良工程资金 2130126 新增项目 -35.46 

经开区 党报党刊经费 2070199]其项目调减 -0.03 

经开区 党组织建设运转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06 

经开区 方舱隔离区建设资金 2100410]突项目调减 -14.96 

经开区 机关运行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7.34 

经开区 机关运行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62 

经开区 机关运行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6 

经开区 机关运行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7 

经开区 机关运行维修维护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11 

经开区 开发区质量和环境认证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3.00 

经开区 省开发区协会会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0 

经开区 项目服务宣传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44 

经开区 园区安全生产监管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59 

经开区 园区环境保护防治经费 2110101]行项目调减 -0.12 

经开区 园区绿化美化经费 2110101]行项目调减 -0.26 

经开区 园区统计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0.95 

经开区 招商引资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10.50 

经开区 招商引资经费 2010301]行项目调减 -6.16 

机关管理中心 车改办公务用车更换定位系统费用 2019999]其项目调减 -2.30 

机关管理中心 电费 2019999]其项目调减 -12.87 

机关管理中心 机关运保服务经费 2019999]其项目调减 -0.03 

机关管理中心 机关运行保障费 2019999]其项目调减 -65.82 

机关管理中心 机关运行保障费 2019999]其项目调减 -20.00 

机关管理中心 机关运行保障费 2019999]其项目调减 -1.64 

机关管理中心 基础设施运维及公共区域修缮 2019999]其项目调减 -29.78 

财政列支 人代会会议经费 2010101]行项目调减 -10.00 

财政列支 创业担保贴息资金县级配套 2130804]创项目调减 -10.00 

财政列支 农业保险保费县级配套资金 2130803]农项目调减 -6.00 

财政列支 世行贷款卫十项目还款 2299999]其项目调减 -0.62 

财政列支 一般债券发行服务费用 23303]地 项目调减 -40.38 

财政列支 一般债券利息 2320301]地项目调减 -178.95 

财政列支 人员经费调减 项目调减 -9255.00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
目编码

调整类型
调整增减
（+-）

财政列支 公用经费调减 项目调减 -778.00 

预留列支 预备费 227 项目调减 -920.00 

预留列支 预留财税征收保障经费 2019999]其项目调减 -295.00 

预留列支 预留待分配资金 2290201]年项目调减 -317.39 

预留列支 预留农村离任村干部补贴 2130705]对项目调减 -90.36 

预留列支 预留招商引资经费 2011308]招项目调减 -84.26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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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888 -93023 110865 本年支出总计 203888 -93023 11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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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53 -96,795 3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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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96 三、节能环保支出 0 0 0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200 3,730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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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8 -44679 30329

十三、车辆通行费 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75006 -49825 25181

十四、污水处理费收入 150 66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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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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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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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91 0 64391

0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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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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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23 -93023 37300 本级支出合计 145082 -44679 100403

转移性收入 73565 0 73565 转移性支出 58806 -48344 1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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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40 -4834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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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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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调整明细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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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 

政法委 “天网覆盖”工程城乡技防服务费 2120804]农预算调减 -549.00 

财政局 代列全市项目委托评审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0 

审计局 委托服务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42.01 

发改局 新增智慧平台建设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50.00 

发改局 南宫市洁净煤保供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2.11 

发改局 收购5000吨县级储备粮费用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17 

公安局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40.00 

公安局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智能应用平台 2120899]其预算调减 -50.00 

公安局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围墙及部分配套设施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10 

检察院 以案释法教育基地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6.91 

检察院 技侦楼内部修缮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90 

教育局 2021年建设及采购项目本级配套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80.33 

教育局 教育项目工程尾款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32.30 

文官体旅局 体彩公益金（体育设施建设及体育活动费用） 2296003]用预算调减 -51.80 

文官体旅局 体彩公益金（体育设施建设及体育活动费用） 2296003]用预算调减 -8.00 

文官体旅局 体彩公益金（体育设施建设及体育活动费用） 2296003]用预算调减 -6.00 

文官体旅局 体彩公益金（体育设施建设及体育活动费用） 2296003]用预算调减 -5.00 

文官体旅局 体彩公益金（体育设施建设及体育活动费用） 2296003]用预算调减 -2.00 

住建局 住建化解隐性债务项目 2120803]城预算调减 -309.48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朝阳街部分）设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72.95 

住建局 东进大街西延北侧改造项目（铜锣湾广场） 2120899 预算调减 -3189.68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朝阳街部分）工程监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31.32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朝阳街部分）工程勘察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30.13 

住建局
南宫市青年街、南纬街、胜利街、北城街道路及雨污水管网工程勘
察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9.41 

住建局
2019年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雨污分流和道路提升部分）
[腾飞路、学苑街]项目腾飞路部分监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7.50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咨询服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5.00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5.00 

住建局 东进大街西延北侧改造项目（铜锣湾广场） 2121399 预算调增 3189.68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青年街部分）工程监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3.47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朝阳街部分）审图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2.00 

住建局
2019年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雨污分流和道路提升部分）
[腾飞路、学苑街]项目学苑街部分监理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0.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西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8.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南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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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局 南宫市城中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8.00 

住建局 南宫市城北区道路管网改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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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
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6.02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南纬街部分）工程监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5.99 

住建局 南宫市排水管网建设项目（胜利街部分）工程监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4.45 

住建局 东进大街西延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120810]棚预算调减 -1574.67 

住建局 新建方舱隔离点电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29.33 

住建局 “大物业”服务工作及费用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46.19 

住建局 2020年双代三方验收河北齐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 

住建局 2019年度燃气运行补贴（漏登） 2120899]其预算调减 -4.30 

住建局 集中隔离点方舱维修改造费用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81 

住建局 原计生医院隔离点保洁工人工资、垃圾清运等费用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11 

住建局 2017年2251户管网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04 

城管局 拨付普彤街北侧5处部分房地产及地上附属物补偿款 2120801]征预算调减 -96.19 

城管局 南宫市2021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282.39 

城管局 购置环卫车辆资金（第二批） 2120803 预算调减 -243.00 

城管局 购置环卫车辆资金（第三批） 2120803 预算调减 -200.00 

城管局 西环路月季草花补植项目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00.00 

城管局 购置吸污车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74.60 

城管局 城区路灯集中改造建设项目外包项目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85.86 

城管局 城区4个易积水点位疏通改造项目 2120803]城预算调减 -50.00 

城管局 楼顶防尘苫盖工程 2120803]城预算调减 -50.00 

城管局 城乡垃圾中转站运行及垃圾运输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43.45 

城管局 购置环卫车辆资金（第二批） 2121399 预算调增 243.00 

城管局 城区路灯集中改造建设项目外包项目 2121399 项目调增 125.86 

城管局 购置环卫车辆资金（第三批） 2121399 预算调增 200.00 

城管局 市区树池安装树坑格栅工程 2120803]城预算调减 -35.00 

城管局 南宫市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241.40 

城管局 南宫市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费 2121401 预算调增 215.70 

城管局 生活垃圾处理厂土壤监测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9.26 

城管局 生活垃圾处理厂填埋区建设雨污分流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5.16 

城管局 市区新建公共卫生间项目资金 2120803 预算调减 -80.00 

城管局 生活垃圾处理厂安装火炬设施费 2120803 预算调减 -32.49 

城管局 生活垃圾处理厂填埋区建设雨污分流（二期）费用 2120803 预算调减 -15.17 

城管局 南宫市旅发大会绿雕制作工程费用 2120803 预算调减 -54.00 

城管局 旅发大会路线建筑物外立面改造提升工程费用 2120803 预算调减 -27.76 

城管局 人民广场二次提升工程 2120803 预算调减 -50.00 

城管局 普彤街综合整治提升项目 2120803 预算调减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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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局 324省道（青银高速至五一路口）绿化提升项目 2120803 预算调减 -100.00 

城管局 普彤街（育才路-企之路）电缆线路改造工程 2120803 预算调减 -30.94 

交通局 腾飞路(106国道)路面维修工程资金 2120803]城预算调减 -2.35 

交通局 农村公路工程质保金 2120804]农预算调减 -2.13 

交通局 城乡公共交通运营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36.00 

交通局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3.21 

交通局 OBD远程在线监控终端安装补贴资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7.34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8.90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64.00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7.25 

民政局 评估费（60-79岁）失能、半失能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5.00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0.00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 

民政局 火化费用（对殡仪馆）补贴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13 

民政局 福彩助学 2296002]用预算调减 -6.00 

卫健局 南宫市人民医院迁建项目前期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377.30 

卫健局 关于落实援南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的申请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24 

市场监管局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经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80.00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56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09 

农业农村局 南宫市农业结构调整项目 2120801]征预算调减 -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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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预算调减 -65.00 

农业农村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 2120804]农预算调减 -64.60 

农业农村局 南宫市大屯乡栗家庄等十五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质保金 2120804]农预算调减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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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预算调减 -15.00 

农业农村局 农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120804]农预算调减 -14.60 

农业农村局 2019年支持厕所革命项目质保金 2120804]农预算调减 -7.84 

农业农村局 农村厕所运行第三方管护运营项目 2120804]农预算调减 -7.03 

水务局 南宫市南水北调配套供水管网续建工程项目 2121399 预算调增 530.44 

水务局 2021年南水北调水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216.12 

水务局 2016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邱存渠连同及南宫湖清淤变更项目 2121399 预算调增 421.02 

水务局 水利各项资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000.00 

水务局 2021年引黄水费、电费及管理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435.53 

水务局 2021年地下水位检测井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60.00 

水务局 南宫市本级水旱灾害调查与评估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 

水务局 2021年自备井关停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9.00 

水务局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0 

水务局 南宫市南水北调配套供水管网续建工程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540.00 

水务局 2016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邱存渠连同及南宫湖清淤变更项目 2120899 预算调增 -4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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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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预算调减 -0.24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42.40 

自规局 南宫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 

自规局 南宫市房地一体化补充调查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 

自规局 南宫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 

自规局 南宫市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0 

自规局 省级森林城市总体规划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0 

自规局 南宫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0 

自规局 南宫市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系统建设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0 

自规局 南宫市村庄规划编制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0 

自规局 2020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9.90 

自规局 南宫市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8.00 

自规局 南宫市地热规划区地热资源勘查区块编制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5.00 

自规局 南宫市城区地下管线普查及信息化建设工程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0.00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7.65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6.50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6.40 

自规局 南宫市南水北调城区给水管网改造工程前期费用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6.00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8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57 

自规局 自然资源立体化执法监管系统和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54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00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58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50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10 

自规局 出让金业务费[局]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05 

自规局 代征手续费（自来水公司） 2121402]代预算调减 -2.00 

自规局 南宫市北胡街道办事处张寻寨砖瓦窑复垦（占补平衡）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53.72 

自规局 南宫市苏村镇冯村砖瓦窑复垦（占补平衡）项目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1.43 

自规局 土地收储成本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53.38 

自规局 土地出让金业务费（储备） 2120899]其预算调减 -30.00 

生态环境局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环境应急监测费用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98 

商务局 购置储备防疫生活物资用品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0.00 

凤岗办 学苑街占地清表漏登、漏报补偿费 2120801]征预算调减 -0.12 

凤岗办 拨付学苑街(凤凰路至育才路段)占地清表费 2120801]征预算调减 -0.10 

王道寨 王道寨乡卫生院隔离点人员伙食费及宝坤隔离点建设费用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54 

明化镇 村级道路建设补助 2120804]农预算调减 -8.00 

薛吴村乡 坑塘综合整治资金 2120804]农预算调减 -57.05 

段芦头镇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征预算调减 -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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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头镇 段头镇集体经济改革发展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120804 预算调减 -600.00 

经济开发区 西开发区电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2120803 预算调减 -240.00 

经开区 企业（产业）引导发展扶持资金 2120803]城预算调减 -875.88 

经开区 企业服务中心众创产业园建设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00.00 

经开区 羊绒产业园群英站、朝阳站电力工程、保安路供水工程前期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97.57 

经开区 经济开发区（西区）雨水、污水、中水收排工程追加部分 2120803]城预算调减 -50.00 

经开区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及前期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46.10 

经开区 西区消防站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39.98 

经开区 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 2121399 项目调增 220.00 

经开区 东区第三污水处理厂监理费 2120803]城预算调减 -20.00 

经开区 园区道路绿化亮化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20.00 

经开区 东区第三污水处理厂环评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19.30 

经开区 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及评价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8.10 

经开区 智慧园区建设费用 2120803]城预算调减 -4.89 

经开区 冀南家具产业园围栏建设质保金 2120803]城预算调减 -0.69 

财政列支 专项债券利息 2320411]国预算调减 -600.00 

财政列支 专项债券发行服务费用 2330411]国预算调减 -24.04 

机关管理中心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联动组疫情防控资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0.36 

预留 预留农村道路建设补助资金 2120804]农预算调减 -27.20 

预留 预留征地拆迁补偿及收储资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2166.98 

预留 预留疫情防控资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989.49 

预留 预留工程项目尾款 2120899]其预算调减 -1281.97 

预留 预留待分配资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943.00 

预留 预留征地拆迁相关工作经费 2120899]其预算调减 -77.70 

预留 预留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 2120899]其预算调减 -4.41 



附件6：

2021年市级收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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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00 

各单位
工资津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
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等人员类经费

一般公共预算 4730.00 



附件7：

2021年市级转列暂付款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资金性质

调整增减
（+-）

合计 44782 

市委办 迎宾馆防疫资金 2013101 公共预算 200.00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013899 公共预算 3448.13 

生态环境局 疫情期间应急监测资金 2110299 公共预算 15.00 

宣传部 疫情期间印制宣传品、援南人员欢送活动费用 2013301 公共预算 82.66 

宣传部 疫情期间印制封条费用 2013301 公共预算 25.04 

宣传部 疫情期间三里庄居民生活包费用 2013301 公共预算 10.14 

政法委 隔离点运转经费 2040299 公共预算 40.00 

政法委 隔离点运转经费 2040299 公共预算 40.00 

政法委 隔离点运转经费 2040299 公共预算 20.84 

审计局 飞凤小区疫情管控资金 2010801 公共预算 20.00 

审计局 疫情防控资金 2010801 公共预算 15.00 

住建局 方舱集中隔离点建设工程（中冶、中建、路桥） 2100410 公共预算 8000.00 

住建局 方舱隔离点电线、电缆等电料款 2100410 公共预算 46.30 

住建局 防疫物资转运人工费用 2100410 公共预算 12.42 

城管局 集中隔离点外聘人员劳务费 2120104 公共预算 300.00 

城管局 封堵路口费用 2120104 公共预算 150.00 

城管局 防疫物资费用 2120104 公共预算 30.00 

交通局 抗疫物资运输保障经费 2100410 公共预算 100.00 

交通局 疫情期间支援我市救护车领队及司机补助 2100410 公共预算 62.31 

卫健局 卫健局疫情防控资金 2100410 公共预算 1696.42 

卫健局 新冠疫情防控经费（疫情指挥部领导小组） 2100410 公共预算 14.16 

卫健局 核酸实验室运行保障经费 2100410 公共预算 20.00 

卫健局 核酸实验室运行保障经费 2100410 公共预算 20.00 

卫健局 核酸实验室运行保障经费 2100410 公共预算 10.00 

卫健局 新冠疫苗采购资金 2100410 公共预算 0.00 

自规局 绿化补贴 2110402 公共预算 2515.00

经济开发区 方舱隔离区建设资金 2100410 公共预算 2485.04 

经济开发区 方舱隔离点WIFI全覆盖费用 2100410 公共预算 20.00 

机关管理中心 防控指挥部采购办公设备及运转资金 2019999 公共预算 30.00 

机关管理中心 疫情期间机关运行保障经费 2019999 公共预算 20.00 

机关管理中心 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项经费 2019999 公共预算 15.00 

一般公共预算合计 公共预算 19463 

市委办 迎宾馆疫情防控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17.00 

政法委 疫情防控临时保安服务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79.38 

发改局 邢台市发改委代购防疫物资购置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28.38 

发改局 中冶方仓安装空调及改电线路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97.00 



附件7：

2021年市级转列暂付款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资金性质

调整增减
（+-）

发改局 发改局紧急采购防疫物资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3.18 

发改局 发改局防疫物资购置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6.42 

发改局 发改局防疫物资购置资金（二）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25.87 

宣传部 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宣传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5.00 

宣传部 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宣传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60 

宣传部 疫情期间相关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2.96 

教育局 疫情期间车辆使用和隔离点购置物品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2.23 

教育局 疫情期间车辆使用和隔离点购置物品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4.04 

住建局 新建方舱隔离点电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29.33 

住建局 方舱隔离点电线、电缆等电料款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4.54 

住建局 住建局防疫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8.32 

住建局 疫情期间防疫工作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8.82 

住建局 住建局防疫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5.99 

住建局 住建局防疫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5.77 

住建局 住建局防疫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5.00 

住建局 方舱隔离点使用铣刨料工料、运输等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73 

住建局 疫情期间摄像头安装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68 

住建局 住建局防疫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0.06 

住建局 东进大街西延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8487.40 

城管局 紧急防疫任务雇工及物料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61.60 

城管局 疫情防控雇工费及机械租赁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58.52 

城管局 疫情防控常态化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29.92 

城管局 防疫物资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7.46 

城管局 疫情常态化防控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11 

城管局 疫情隔离点轻钢房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02 

交通局 抗疫物资运输保障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6.43 

交通局 疫情防控检查卡口执勤人员后勤保障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3.15 

卫健局
卫生健康局（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为疫情期间救护车驾驶员发
放补助的申请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9.54 

卫健局
卫健局（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组）关于全市隔离点被褥、生活用品集
中收回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9.42 

卫健局 卫健局关于申请拨付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知情告知书等印刷制作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2.60 

卫健局
卫生健康局（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援南救护车司机后勤保障费
用的申请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1.70 

卫健局 关于拨付疫情防控文件打印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85 

卫健局
卫生健康局关于申请拨付河北云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医疗废
物处置的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679.94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00.00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00.00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00.00 



附件7：

2021年市级转列暂付款明细表（草案）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科目

编码
资金性质

调整增减
（+-）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99.44 

市场监管局 疫情防控工作供餐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20.00 

市场监管局 疫情期间购置床垫、电蚊香、凉席等物资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4.79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6.55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5.87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2.91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62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07 

市场监管局 疫情供餐保温设施、中疾控专家和第一小学隔离点物资购置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0.48 

自规局 土地收储成本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986.91 

生态环境局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环境应急监测费用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2.94 

生态环境局 关于疫情期间丰翼隔离点设立围挡资金项目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40 

商务局 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经费1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1.55 

商务局 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经费2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1.12 

凤岗办 项目占地补偿款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3287.01 

北胡办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464.73 

西丁办 方舱管理服务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62.00 

西丁办 方舱保洁整理经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00 

西丁办 疫情防控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87 

西丁办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427.13 

苏村镇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1219.62 

南便村乡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418.33 

大屯乡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1585.28 

王道寨乡 项目占地补偿 2120801 政府性基金 751.80 

经济开发区 廊坊天雅公司承建北创方舱隔离间建设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414.70 

经济开发区 廊坊天雅公司承建北创方舱隔离间建设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200.00 

经济开发区 方舱隔离点电费9、10月份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74.96 

经济开发区 拨付方舱隔离点电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39.89 

经济开发区 开发区方舱隔离点电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62.08 

经济开发区 方舱隔离点电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39.64 

经济开发区 开发区分发各乡镇和合围区方舱运输装卸费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9.36 

机关管理中心 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联动组疫情防控资金 2120899 政府性基金 11.64 

政府性基金预算合计 政府性基金 25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