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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将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汇报如下: 

一、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宏观形势和经济下行

压力，在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按照“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的总要求，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扎实做好“生财、聚

财、用财”三篇文章，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改进预算管理和资金

分配使用，推进建设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良好，促进了金华开发区经济和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金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618508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108.1%，增长 14.3%，其中：税收收入 598528

万元，增长 16.3%。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继去年突破 50 亿元后，

今年又跨入 60 亿元门槛，总量位居全市第四，经济实力再上新

台阶。 

2018 年金华开发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026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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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0%，可比增长 9.1%；加上转移性收入

68044万元（含税收返还、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上解支出、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及动用上

年结余资金），收入合计 218305万元。金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04853 万元，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03.1%，增长 4.4%；加

上转移性支出(含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臵换和还本支出、增设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及结转下年支出，下同)13452 万元，支出合计

218305 万元。预计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收支平衡。 

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2018 年，金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

算中的税收收入完成 136706 万元，同比增长 6.1%。其中： 

1.增值税 63179万元，增长 12.6%； 

2.企业所得税 25922 万元，增长 25.1%； 

3.个人所得税 12734 万元，下降 2.8%； 

4.耕地占用税 4441 万元，增长 102.5%； 

5.其他各税 30430 万元，下降 17.1%。 

6.非税收入完成 13555万元，下降 34.0%，主要是去年审计

整改一次性缴库因素拉高了非税收入的基数。 

重点项目支出执行情况。2018 年，金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

算中民生支出 15.2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4.0%。

纳入 GDP 核算的一般公共预算八项支出 15.40 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289万元，增长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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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安全支出 20642万元，增长 19.2%； 

3.教育支出 46759 万元，增长 12.6%； 

4.科学技术支出 2783万元，下降 14.1%；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701万元，同比增长 0.6%； 

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0573 万元，同比增长 20.7%； 

7.节能环保支出 4583 万元，下降 58.7%，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 2017 年畜禽养殖场关停整治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和

截污纳管工程一次性支出 5000 万元，今年同期无同类支出，抬

高支出基数。 

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9685 万元，下降 45.3%，下降的主要

原因为 2017 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审计整改一次性支出 5600万元，

汤莘公路路面工程和城镇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项目一次性支出

4000万元，剔除该因素，可比增长 19.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金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06925 万元，

完成年度以调整预算的 104.2%，同比增长 129.6%；加上转移性

收入 100783 万元（含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上解支出、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收入、调入资金及动用上年结余资金），收入合计 407708

万元。金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08223 万元，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88.8%，增长 169.0%；加上转移性支出 99485万

元，支出合计 407708 万元。预计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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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58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1.8%,同比下降 88.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

零；加上调出资金 12 万元支出合计 12 万元。收支相抵，预计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结余 46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018 年金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

上年东苑小学举办的幼儿园停办，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进行清算并

一次性缴库 438万元，今年无相关的收入。 

（四）“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经汇总，2018 年金华开发区行政事业单位因公出国（境）

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等“三公”经费预算

执行数为 608.92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数 422.92 万元，增长 14.9%。分项

执行情况：因公出国（境）经费 49.55万元，增长 98.4%，主要

是教育部门学术交流出国经费增加较多；公务接待费 15.06 万

元，下降 54.7%；公务用车购臵 178.24万元，增长 46.7%，主要

是执法执勤车辆购臵增加所致；公务用车运行费 366.07 万元，

增长 19.7%，主要是公安部门部分 2017 年费用结转今年支出；

会议费 38.28万元，增长 17.8%；培训费 175.96万元，下降 45.0%。 

（五）政府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1.债务限额情况。2018 年，省市财政部门核定金华开发区

债务限额为 34.44 亿元。 

2.债务余额情况。2018 年初金华开发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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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余额为 294325.79 万元，当年新增政府债券 50000 万元，当

年偿还债务本金 1788.27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止，金华开发区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为 342537.52 万元，债务规模控制在

核定的债务限额内。 

（六）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 

2018 年，上级财政部门下达金华开发区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 40638 万元，同比下降 7.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 3700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3637

万元。 

报告中相关预算执行数据在决算编制完成后，还会有一些变

化，届时将按照《预算法》等规定，再提交专题报告。 

二、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有关情况 

2018 年，金华开发区全面落实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

议和市人大财经工委的审查意见，积极履行财政职能，依法理财、

深化改革，确保收入持续增长，各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各项工

作任务圆满完成，有力促进了开发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区域经济活起来。全力抓

收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政策性减收的考验，积极应对税制改

革，明确收入任务，强化征管措施，细化目标考核，抓好分解落

实。2018 年，金华开发区财政收入再次跨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全口径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 100亿元实现历史性跨越。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总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61.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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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42.1 亿元，分别增长 14.2%和 123.5%。一般公共预算总收

入继去年突破 50亿元后，今年又一步跨入 60 亿元门槛，总量位

居全市第四，占全市和市区的比重为 9.3%和 37.2%；土地出让金

收入首次超过 40 亿元，位居市区第一。出台《金华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党政综合办公室关于建立金华开发区涉税信息

交换机制做好护税协税工作的通知》，建立促进依法征税、发挥

税收职能、服务科学发展的税收征管体制，实行有效的税源监控

措施，注重源头控税。每月编报财政预算执行分析等材料，为管

委会领导及时掌握财政收支及经济运行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奋力争资金。认真研究财政政策，把握上级资金投向，争取上级

政策和资金对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的最大化。2018 年共争

取省市补助资金 4.06 亿元；争取棚户区专项债券资金 5 亿元，

是前三年新增债券总量的 2倍，有力的促进了开发区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 

（二）强化投入，保障支出，推动民生事业好起来。严格执

行厉行节约各项规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保障教育、医

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社会保障等民生实事基本公共需求，不

断提升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让开发区百姓共享财政改

革发展的成果。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双溪西路、丹溪路和金帆街

优化改造、双龙南街景观提升等重大项目陆续完成。162个村开

展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完成率 97.59%，并通过省级综

合验收。116 个省定薄弱村年收入均达到 10 万元以上，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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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消薄任务。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1 家，老年人助餐、配送

餐服务覆盖社区 74 个。投入 225万元新建农村文化礼堂 15家，

改造提升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77 家。文体活动丰富，成功

举办国际卡丁车比赛、湖海塘滑水嘉年华等重大活动，全年送戏

下乡 65 场、送电影下乡 2000 场，开展各类艺术培训 80 多期，

培育业余文艺团队 200多支。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新东方、

上海新纪元、丽泽书院等 3所高端民办学校签约落户开发区；总

投资 19.1 亿元的 13 个教育 EPC 项目已开工建设、总投资 4100

万元的 3 个校内改扩建项目正有序实施。启动首批名师名校长工

作室，安排 1000 万元资金奖励名优教师。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

展。超额完成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任务，参保缴费率分别达

99.56%和 68.43%，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35.36%。投资 1210万元改

善基层医疗单位硬件设施，秋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建工程

及三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装修主体工程已全面完成，洋埠镇

中心卫生院康复大楼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一院一品”建设成

效显著，建成市级特色科室 5个。 

（三）强化改革，激发活力，推动财政体制顺起来。坚持在

改革中破解难题，在创新中谋求突破，积极拓展财政改革的广度

和深度。推进乡镇街道财政体制改革。新一轮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以财政事权改革为出发点，以市区分税制财政体制为基础，对乡

镇（街道）实行“划定范围、核定收支、分类分档、体制上解（或

补助）、超收分成、激励奖补”的体制，设立了促进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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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激励奖补资金，资金兑现与开发区管委会交办的年度重点工

作考核相挂钩，根据考核得分兑现发展资金，考核结果还与个人

奖励资金兑现挂钩，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建立了

以业绩论英雄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乡

镇（街道）财政审批项目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外的乡镇街道

所有财政审批事项全部下放至乡镇街道自行审批，增强乡镇街道

按事权自主理财、自我发展的意见和能力。推进投融资体制及国

资国企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国资布局，完善监管体

系，扎实推进国有公司改革。国资办实现实体化运作，并出台了

一系列国资国企改革政策；优化国资布局，智尚人才、海棠文化

旅游、金西旅游等 28 家承载转型使命的公司陆续成立，在推动

开发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召开深化投融

资体制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暨国企重点工作大会，明确开发

区国资国企改革目标：探索建立新型政府投融资体系，构建“政

府决策、镇街征迁、企业建设、分类管理”的新型公共项目建设

运作模式，形成“规则统一、权责明确、分类分层、规范透明、

全面覆盖”的国资监管体系。 

（四）强化管理，注重制度，推动财政运行快起来。建立健

全财政监督机制，扎实推进财政资金绩效评审，强化政府采购资

金监管和政府投资评审，做好国有资产监管等工作，理财水平和

资金绩效进一步提升。坚持制度约束，防止权力滥用。遵循“标

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将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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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财政管理全过程，2018 年先后出台了《金华经济技术开

发区土地一级开发管理办法》、《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

目资金拨付实施细则》《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等 20多个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干部的从

政行为，防止权力滥用。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按照“盘活存

量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要求，中央、省市专项转移支付结

转资金原则上应在两年内使用完毕，逾期未使用完的，全部视同

结余资金收回财政统筹安排；本级财政当年安排的项目结余资

金，年底原则上由财政部门收回统筹。建立存量资金动态调整机

制，年初下达的本级财政安排的部门项目预算资金前三季度支出

进度低于 70%的，财政部门将按预算剩余金额的 30%比例收回资

金，统筹用于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项目。财政存量资金由

2017 年底的 9.92 亿元降为 2.77 亿元，减少 72.1%，盘活资金

7.15 亿元。完善财政监督机制。推行的“双随机、一公开”监

督手段，开发区财政部门在全市范围内率先通过“浙江省行政执

法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名单，开展非税收入

和财政票据检查，从根本上遏制了人情监管，也提高了监管效能

和公正性。优化政府采购监管模式。全面上线“金财工程—政府

采购管理系统”，并与“政采云平台”打通，创新网上超市、网

上服务市场、在线询价、反向竞价、电子化招标采购模式，实现

政府采购从预算编制到采购支付全程贯通，集“网上交易、网上

监管和网上服务”为一体，实行政府采购业务全流程电子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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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公款存放管理。修订完善《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事业单

位账户管理和公款竞争性存放管理暂行办法》（金开办„2018‟

151 号）、《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专户管理办法》（金开办

„2018‟198 号），全年组织三期财政性资金竞争性存放招投标

工作，累计完成财政资金招投标 7 亿元，行政事业单位公款存放

0.5 亿元。财政投资评审有序进行。全年完成招标控制价审核 171

个，送审投资额 12.26 亿元，审定金额 12.02 亿元，审减各项

不合理资金 0.24亿元，审减率为 2%，送审工程造价 1.49亿元，

核减造价 0.21 亿元，审减率为 14.2%，节约大量财政投资，真

正实现了“花小钱，省大钱”的目标。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切实防控财政运行风险，建立健全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改革，落实五年化债计划和应急处臵预案，出台防

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相关制度，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

化转型，坚决杜绝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发生。建立健全信

息公开机制。扩大公开范围，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三公”

经费预决算、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目录清单、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部门专项资金分配已全

部向社会公开，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和

管理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税源增长点不多，长期积累的税收结构性矛

盾亟待化解；财政刚性支出增长较快，收支平衡压力加剧；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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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亟待加强、财政改革

推进力度仍需加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深入

分析原因，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三、2019年预算草案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2019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总体思

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党工委、管委会的

决策部署，落实预算法和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意见要求，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勤俭节约，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加

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有效盘活存量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突出保障重点；继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推进绩效评价工作，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应用机制，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预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加快建立

全面规范、标准科学、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2019年，金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期为 614325 万元，

同比下降 0.6%，其中：税收收入 592530万元，下降 1%；非税收

入预期为 21795万元，增长 9.4%。 

2019年金华开发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为 1599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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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6.5%，其中：税收收入 144910 万元，增长 6%；非税收

入预期为 15060万元，增长 11.1%。加上转移性收入 30610 万元，

收入合计 19058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90580 万元，

比上年预算执行数下降 7%。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19 年金华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为 158244 万

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下降 48.4%。加上转移性收入 88515 万元，

收入合计 246759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拟安排 218902万元，下

降 29.0%；加上转移性支出 27857 万元，支出合计 246759万元。

预计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19年金华开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为 76 万元，

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 31.0%；加上转移性收入 46 万元，收入

合计 122 万元。拟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6 万元，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 6万元，支出合计 122 万元。收支相抵后预计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当年收支平衡。 

（四）“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预算草案 

2019 年，拟安排金华开发区行政事业单位因公出国（境）

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等“三公”支出经费

预算控制数 1006.66 万元，同比下降 5.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数为 696万元，同比零增长。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预

算控制数为 40 万元，同比零增长；公务接待费预算控制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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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90 万元，同比下降 0.5%；公务用车购臵费预算控制数为

175.46 万元，同比下降 22.1%；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控制数为

453.3万元，同比下降 0.4%。会议费预算控制数为 32.51 万元，

同比下降 67.0%；培训费预算控制数为 479.2万元，分别比去年

预算数零增长。 

四、确保完成 2019 年预算目标的主要措施 

2019 年，开发区财政工作将继续严格按照《预算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各项财政改革发展、资

金统筹监管、债务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新任务、新要求，创新举措，

立足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完成全年收支预算任务。重

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努力培源保收，促进经济发展。准确把握开发区当前

处于结构调整期、换档期的阶段特征，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打赢

“九场硬战”决策部署，锚定“拓万亩大平台，跻千亿俱乐部”

大目标，继续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奠

定坚实基础。一是加强财源税源培植。发挥财政资金制度安排、

政策导向作用，带动产业发展转型，继续通过资金扶持等方式，

支持开发区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健康生物产业等支柱型主导

产业发展，支持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促进开发区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二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

进“标准地+承诺制+代办制”改革，制定龙头企业、总部经济等

扶持政策，深入实施“企业成长计划”，推动形成骨干企业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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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围绕上级重大战略决策，加

大解析研究力度，准确捕捉上级资金投向，加大向上争取优惠政

策、重大项目和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四是强化收入依法征管。

围绕征管关键领域和环节加强与税务部门联动，强化重点企业、

重点行业的监管，积极清理企业欠款，确保应收尽收；充分调动

乡镇街道抓收入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形成收入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二）加大统筹力度，持续改善民生。牢固树立“大财政”

一盘棋意识，加强预算执行分析和研究，增强财政统筹能力，科

学合理调度财政资金，保障民生和发展所需。一是加强统筹整合。

充分考虑当前经济水平和财力情况，注重可持续，调整优化支出

结构，把握好财政支出及时性与均衡性的关系，有效发挥财政资

金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保障基本

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执行厉行节约的要求，

压缩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继续盘活存量、用好

增量，加大结余结转资金统筹使用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落实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财政保障责任，将有限的财政资

金用在刀刃上。三是着力改善民生。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民生“七有”要求，结合开发区财力实际，认真落实教育、“三

农”、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政策；加强民生资金监

管，补齐民生短板，增强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公共财

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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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深化改革，厚植发展动力。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持续推进财政系列改革，厚植支

持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一是持续推进预算编制改革。实施

零基预算，准确编报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全面建立预算公开评

审制度，根据评审结果和财力水平安排预算；二是稳步推进部门

整体绩效预算改革。增强绩效管理理念，推动行政绩效与资金绩

效有机融合，把整体绩效有机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

程，促进绩效管理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三是深化国库集中支

付改革。规范往来资金管理，将行政事业单位往来资金纳入国库

集中支付管理；完成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确保财政资金安

全、高效运行。四是创新财务管理模式。制定行政事业单位财务

星级管理办法，建立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并根据考核结果对预算

单位定级挂星，增强预算单位财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全面提高开发区财务管理水平。 

（四）坚持依法理财，提升服务效能。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方

式引领财政工作，增强预算的法治性和约束力，依法接受人大监

督，严格落实人大各项决议决定和意见要求，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一是规范收支预算执行。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

财政收入秩序的通知》（财预„2018‟31 号）有关精神，依法依

规组织财政收入，坚决防止虚收空转等虚增收入的行为。二是强

化预算绩效管理。按照“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

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思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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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办法，开展绩效评价，做到“花钱

先问效、无效必问责”；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各预算单位和

所有财政资金，将绩效评价重点由项目支出拓展到部门整体支出

和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三是规范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

强化政府采购的过程监管、指导，准确把握并牢固坚持政府购买

服务改革的正确方向，妥善做好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与年度预算的

衔接。四是严格政府债务管控。建立完善债务风险应急处臵机制，

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严格按照批准的债务限额举借和偿还债

务；有序稳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严格控制债务规模，政府性债

务余额严格控制在限额内；加大对不规范融资整改力度，降低债

务连带风险；全面完成平台公司转型升级，有效剥离其政府融资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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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08,223  218,902  -29.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        6        0.0%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6         6         0.0%

      地方旅游开发项目补助 6         6         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1      423      -12.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421       363       -13.8%

      移民补助 209       209       0.0%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204       154       -24.5%

      其他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8         -         -100.0% 预计上级补助支出减少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60        60        0.0%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60        60        0.0%

  城乡社区支出 302,208  211,110  -30.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

301,348   179,508   -40.4%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2,160     -         -100.0%

      土地开发支出 234,888   145,838   -37.9%

      城市建设支出 774       1,468     89.7%
根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需要，增加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376     880       -36.0%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6,333     30,000    373.7%
被征地农民补贴资金支
出增加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194     

      棚户区改造支出 50,000    -         -100.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
出

5,817     128       -97.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44       -         -10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         452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452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716       1,150     60.6%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716       1,150     60.6%
预计污水处理费收入增
加，相应支出增加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         30,00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         30,000    
2019年土地储备债券支
出

  农林水支出 10       10       0.0%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10        10        0.0%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10        10        0.0%

2019年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预算
执行数

比上年增
减%

备  注
2019年预算

数

58



合计 308,223  218,902  -29.0%

2019年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预算
执行数

比上年增
减%

备  注
2019年预算

数

  其他支出 2,034    1,960    -3.6%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638       178       -72.1%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638       178       预计上级补助支出减少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396     1,782     27.7%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97       1,009     69.0%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51       725       -3.5%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5        15        0.0%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3        33        0.0%

  债务付息支出 3,429    5,393    57.3% 根据付息计划安排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3,429     5,393     57.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3,429     3,373     -1.6%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2,02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5       -        -10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5        -         -100.0%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
行费用支出

55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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