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税收收入 293,4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9,687              

    增值税 105,351             二、外交

    营业税 28,087              三、国防 2,927               

    企业所得税 27,602              四、公共安全 33,675              

    企业所得税退税 五、教育支出 151,684             

    个人所得税 7,450                   教育管理事务 1,049               

    资源税 3,718                   普通教育 121,168             

    城市维护建设税 30,760                  职业教育 5,625               

    房产税 15,385                  成人教育

    印花税 5,009                   广播电视教育

    城镇土地使用税 27,478                  留学教育

    土地增值税 10,195                  特殊教育 472                 

    车船税 3,677                   进修及培训 335                 

    耕地占用税 2,646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18,380              

    契税 26,092                  其他教育支出 4,655               

    烟叶税 六、科学技术支出 19,973              

    其他税收收入   其中：基础研究

二、非税收入 139,030                 应用研究

    专项收入 35,523                  技术研究与开发 18,164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0,041                  科技条件与服务 183                 

    罚没收入 11,929                  社会科学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6,747                  科学技术普及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790                   科技交流与合作

    其他收入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211               

    文化 1,480               

    文物 398                 

    体育 374                 

    广播影视 22                  

    新闻出版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937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50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291               

    民政管理事务 3,382               

    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7,745              

    企业改革补助

    就业补助 885                 

2015年江门市新会区公共财政收支预算表

收 入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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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2015年江门市新会区公共财政收支预算表

收 入 支 出

    抚恤 1,969               

    退役安置 733                 

    社会福利 1,884               

    残疾人事业 2,815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90                  

    最低生活保障 6,525               

    临时救助 179                 

    红十字事业

    特困人员供养 339                 

    其他农村社会救济 25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46              

九、医疗卫生支出 49,177              

    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450                 

    公立医院 4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703               

    公共卫生 8,338               

    医疗保障 25,046              

    中医药 20                  

    计划生育事务 7,461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697                 

    其他医疗卫生支出 3,414               

十、节能环保支出 6,080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576                 

    环境监测与监察

    污染防治 2,230               

    自然生态保护

    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

    风沙荒漠治理

    退牧还草

    能源节约利用 462                 

    污染减排 2,812               

    可再生能源

    资源综合利用

    能源管理事务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9,297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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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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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81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26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828               

      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 208                 

      其他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53,835                

      农业 10,708              

      林业 1,013               

      水利 9,765               

      南水北调

      扶贫 1,894               

      农业综合开发 28                  

      农村综合改革 5,620               

      促进金融支农支出

      其他农林水事务支出 24,807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8,043               

   其中：公路水路运输 5,241               

      铁路运输

      石油价格改革对交通运输的补贴

      邮政业支出

      车辆购置税支出

      其他交通运输支出 2,802               

十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5,441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342               

十六、金融支出 50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4,528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6,686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住房改革支出 6,686               

      城乡社区住宅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453               

二十一、预备费 5,000               

二十二、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156                 

二十三、其他支出 6,602               

本级收入合计 432,480             本级支出合计 488,355             

债务收入 国债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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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收入 141,634             转移性支出 85,759              

  上级补助收入 97,189                补助下级支出 -                 

    返还性收入 36,606                  返还性支出 -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57,147                  一般性转移支付 -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436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                 

  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下级上解收入 -                   上解上级支出 34,437              

  上年结余收入 44,445                调出资金

    上年结转 44,445              

    净结余   年终结余 51,322              

    结转 51,322              

  调入资金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574,114           支 出 总 计 574,114             

第 4 页



表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10            一、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20            

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140           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120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四、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四、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

五、育林基金收入 五、育林基金支出

六、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六、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

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

八、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601         八、政府住房基金支出 5,332         

九、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6,518         九、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6,515         

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1,023        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9,975         

十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220         十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1,679         

十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71,899       十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49,804       

十三、彩票公益金收入 1,180         十三、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211         

十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800         十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800         

十五、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7             十五、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安排的支出 2             

十六、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 20            十六、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的支出 20            

收 入 合 计 299,418       支 出 合 计 378,478       

转移性收入 113,580       转移性支出 34,520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上年结余收入 34,520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补助支出

    调入资金 79,060            调出资金

    年终结余 34,520        

    结转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412,998       支 出 总 计 412,998       

收 入 支 出

2015年江门市新会区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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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合        计 8,35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198                    

2、公务接待费 4,290                  

3、公务用车费 3,862                  

其中：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694                  

      ⑵公务用车购置 168

新会区2015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统计表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
（境）费、公费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⑴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
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⑵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⑶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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