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岳县2019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上级补助 预算数 决算数 占预算% 转移支付补助乡镇 预算数 决算数 占预算%

转移支付收入合计 215,913 375,487 174% 转移支付支出合计 54,554 82,665 15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03,573 242,683 11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52,704 70,218 133%

    体制补助收入     体制补助支出     体制补助收入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4,509 97,570 103%     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41,504 41,299 100%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05,266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4,192 15,788 111%     老少边穷转移支付支出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8,217 

    结算补助收入 3,770 5,329 141%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 8,000 8,000 100%     结算补助收入9,045 

    化解债务补助收入     结算补助支出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化解债务补助支出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819 819 100%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支出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1,821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 23,430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支出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 28,969 30,261 104%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支出 3,200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3,200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3,200 6,847 21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支出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3,990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4,110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支出 3,174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革命老区转移补助收入 1,307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出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39,970 

    贫困地区转移补助收入 2,744 9,163 334%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307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9,131 39,860 102%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7,745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6,239 6,378 39%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1,438 123,741 1082%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4,632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0,641 

    一般公共服务 236     一般公共服务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外交     外交     外交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国防 6     国防     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公共安全 599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390 

    教育 16,172     教育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2,419 

    科学技术 8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文化体育与传媒 1,387     文化体育与传媒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35 

    社会保障和就业 30,413     社会保障和就业 4,132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8,58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468 14,122 3018%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007 

    节能环保 951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45 

    城乡社区     城乡社区     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农林水 1,986 36,701 1848%     农林水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3,306 

    交通运输 8,984 6,003 67%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078 

    资源勘探信息等 581     资源勘探信息等     资源勘探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商业服务业等 647     商业服务业等     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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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2019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上级补助 预算数 决算数 占预算% 转移支付补助乡镇 预算数 决算数 占预算%

    金融 1,438     金融     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国土海洋气象等 716     国土海洋气象等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住房保障 11,506     住房保障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54 

    粮油物资储备 100     粮油物资储备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收入 2,155     其他支出 500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64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902 9,063 1005%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1,850 7,815 422%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428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0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支出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6,787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703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94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70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支出       外交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44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540 6,936 450%       国防 5 

   五、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五、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公共安全 2,740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教育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科学技术 520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0 879 44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843 

   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九、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10       社会保障和就业2,165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6,660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卫生健康 322 

   十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节能环保 6,397 

   十二、车辆通行费    十二、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 2,059 

   十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十三、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农林水 11,415 

   十四、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十四、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交通运输 4,145 

   十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十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安排的支出       资源勘探信息等290 

   十六、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十六、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82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金融

   十八、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十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1,104 

   十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902 976 108%    十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住房保障

      粮油物资储备2,20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其他收入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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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2021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上级补助 预算数 转移支付补助乡镇 预算数

转移支付收入合计 374,178 转移支付支出合计 55,61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62,535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53,769 

体制补助收入 体制补助支出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146,480 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35,594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22,296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

结算补助收入 6,366 结算补助支出

化解债务补助收入 化解债务补助支出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支出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3,201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支出 3,201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5,262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出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9,131 固定数额补助支出 14,974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1,177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支出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3,824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231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6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0,833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861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1,190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19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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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2021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上级补助 预算数 转移支付补助乡镇 预算数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8,258   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 246     一般公共服务

    外交     外交

    国防     国防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

    教育 7,477     教育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106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支出 66     卫生健康支出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城乡社区

    农林水 363     农林水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等     资源勘探信息等

    商业服务业等     商业服务业等

    金融     金融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国土海洋气象等

    住房保障     住房保障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粮油物资储备

    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3,385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支出 1,850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支出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3,214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支出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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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2021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转移支付上级补助 预算数 转移支付补助乡镇 预算数

   五、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五、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200

   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九、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二、车辆通行费    十二、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十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十三、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十四、民航发展基金收入    十四、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十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十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六、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十六、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十七、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十八、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十八、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十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171    十九、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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