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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12,644 11,114 87.9% -6.6%
剔除一次性因素，
可比增长73%

（一）利润收入 9,440 9,360 99.2% -12.5%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建设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8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54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218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218 352 161.5%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57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9,222 8,671 94.0% -16.5%

下降主要是2017年
含义乌市场集团股
息5469万元，但该
集团2018年未分红

（二）股利、股息收入 3,078 1,396 45.4% 163.9%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3,078 1,396 45.4% 163.9%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
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55 300 545.5% 391.8%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55 -100.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
收入

300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1 58 81.7% -90.5%

二、使用结转资金 189 567 300.0%

收入合计 12,833 11,681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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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年
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6,694 6,678 99.8% -27.0%
剔除一次性因素，可比增
长184%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
出

305 798 261.6% 682.4%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300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
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支出

305 498 163.3% 388.2%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032 2,594 127.7% -68.2%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032 2,594 127.7% -67.4%
下降主要是2017年义乌市
对金义东轨道交通资金注
入6800万元，拉高基数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126 1,056 93.8% 340.0%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126 1,056 93.8% 340.0%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231 2,230 69.0% 245.7%

二、调出资金 5,987 4,202 70.2%

三、结转下年支出 152 801 527.0%

合      计 12,833 11,681 91.0%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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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调整

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4,165 4,223 101.4% 61.6%

（一）利润收入 2,846 2,769 97.3% 62.1%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3 352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493 2,417 97.0% 60.9%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08 1,396 106.7% 278.3%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08 1,396 106.7% 278.3%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
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
收入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1 58 527.3% -89.2%

二、使用结转资金

收入合计 4,165 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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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调
整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2,459 2,383 96.9% 267.2%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498 100.0% 492.9%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
支出

498 498 100.0% 492.9%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160 100.0% 190.0%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16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01 725 90.5% 2800.0%

二、调出资金 1,706 1,704 99.9%

三、结转下年支出 136

合      计 4,165 4,223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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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年调
整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4,165 4,223 101.4% 63.2%

（一）利润收入 2,846 2,769 97.3% 62.1%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3 352 99.7% 70.9%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

收入
2,493 2,417 97.0% 60.9%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08 1,396 106.7% 278.3%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08 1,396 106.7% 278.3%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
、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
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
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1 58 527.3% -88.6%

下降主要是
2017年含幼儿
园清算收入438
万元

二、使用结转资金

收入合计 4,165 4,223 101.4% 726.4%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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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调整预算

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2,459 2,383 96.9% 281.9%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498 100.0% 492.9%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498 100.0% 492.9%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160 100.0% 190.0%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160 100.0% 480.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01 725 90.5%

二、调出资金 1,706 1,704 99.9% -15.4%

三、结转下年支出 136

合      计 4,165 4,223 101.4%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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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调
整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4,078 4,165 102.1% 100.5%

（一）利润收入 2,770 2,769 100.0% 62.1%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3 352 99.7%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417 2,417 100.0%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08 1,396 106.7% 278.3%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08 1,396 106.7% 278.3%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
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
收入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使用结转资金

收入合计 4,078 4,165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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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调
整预算数

2018年
执行数

完成
预算%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2,383 2,383 100.0% 281.9%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498 100.0% 492.9%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
支出

498 498 100.0% 492.9%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160 100.0% 190.0%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0 0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160 100.0% 480.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0 0 -100.0%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0 0 -100.0%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 0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5 725

二、调出资金 1,695 1,692 99.8% 12.6%

三、结转下年支出 0 90

合      计 4,078 4,165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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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11,114 6,486 -41.6%
剔除一次性因素，同比
增长1.3%

（一）利润收入 9,360 6,171 -34.1%
下降主要是2018年含东
阳日报社分红2205万，
2019年无此项分红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8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54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218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2 1,120 218.2%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10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20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57 -100.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8,671 5,021 -42.1%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96 309 -77.9%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96 289 -79.3%

下降主要是2018年含金
华银行分红988万元，
2019年金华银行上报预
算为零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
息收入

20

（三）产权转让收入 300 -100.0%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
收入

300 -100.0%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8 6 -89.7%

二、使用结转资金 567 801 41.3%

收入合计 11,681 7,287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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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6,678 4,409 -34.0% 剔除一次性因素，同
比增长0.8%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798 386 -51.6%

下降主要是2018年含
兰溪市国有企业办职
教幼教一次性补助300
万元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300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386 -22.5%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594 1,110 -57.2%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410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2,594 700 -73.0%

下降主要是2018年含
东阳市注资日报社
1102万元，2019年无
此项内容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056 1,095 3.7%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056 1,095 3.7%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30 1,818 -18.5%

二、调出资金 4,202 1,957

三、结转下年支出 801 921

合      计 11,681 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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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4,223 2,197 -48.0%
剔除一次性因素，
同比增长0.1%

（一）利润收入 2,769 2,022 -27.0%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2 530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417 1,492 -38.3%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96 169 -87.9%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96 169 -87.9%

下降主要是2018年
含金华银行分红988
万元，2019年金华
银行上报预算为零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8 6 -89.7%

二、使用结转资金 136

收入合计 4,223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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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2,383 1,437 -39.7%
收入预算减少，支出随
着减少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100.0%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100.0%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410 -64.7%
下降主要是收入下降
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
入同比下降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410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43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43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5 884 21.9%

二、调出资金 1,704 896

三、结转下年支出 136

合      计 4,223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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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4,223 2,047 -51.5%
剔除一次性因素，
同比增长10.6%

（一）利润收入 2,769 1,872 -32.4%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2 530 50.6%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417 1,342 -44.5%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96 169 -87.9%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96 169 -87.9%

下降主要是2018年
含金华银行分红988
万元，2019年金华
银行上报预算为零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8 6 -89.7%

二、使用结转资金 136

收入合计 4,223 2,183 -48.3%

13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预
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2,383 1,287 -46.0%
收入预算减少，支出
随着减少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100.0%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410 -64.7%
下降主要是收入下降
后，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同比下降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410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100.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43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43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5 734 1.2%

二、调出资金 1,704 896 -47.4%

三、结转下年支出 136 -100.0%

合      计 4,223 2,183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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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收入 4,165 1,971 -52.7% 剔除一次性因素，
同比增长9.9%

（一）利润收入 2,769 1,802 -34.9%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352 530 50.6%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417 1,272 -47.4%

（二）股利、股息收入 1,396 169 -87.9%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1,396 169 -87.9%

下降主要是2018年
含金华银行分红988
万元，2019年金华
银行上报预算为零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使用结转资金 90

收入合计 4,165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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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执行数

2019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备注

一、本级支出 2,383 1,171 -50.9%
收入预算减少，
支出随着减少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100.0%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98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410 -64.7%

下降主要是收入
下降后，国有企
业资本金注入同
比下降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410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16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43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143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5 618 -14.8%

二、调出资金 1,692 890 -47.4%

三、结转下年支出 90 -100.0%

合      计 4,165 2,061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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