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6 年鼎湖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说明

1.2016 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211 万元，比上年减少 399 万元，下降

2.4%。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省、市统一的工资及津补贴改革政策，调

整基本支出。其中：

（1）人大事务支出 835 万元，增加 114 万元；

（2）政协事务支出 772 万元，增加 281 万元；

（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6568 万元，增加 994 万元；

（4） 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317 万元，增加 44万元；

（5）统计信息事务支出 164 万元，增加 32万元；

（6） 财政事务支出 772 万元，增加 104 万元；

（7） 税收事务支出 1850 万元，减少 685 万元；

（8） 审计事务支出 189 万元，增加 25万元；

（9） 人力资源事务支出 168 万元，增加 71万元；

（10） 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496 万元，增加 95万元；

（11） 商贸事务支出 468 万元，减少 122 万元；

（12） 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支出 19万元，减少 7 万元；

（13） 宗教事务支出 11万元，增加 1万元；

（14） 港澳台侨事务支出 29万元，增加 6 万元；

（15） 档案事务支出 62万元，增加 2万元；



（16）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111 万元，增加 20万元；

（17） 群众团体事务支出 283 万元，增加 18万元；

（18）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434 万元，增加 106 万

元；

（19） 组织事务支出 297 万元，增加 53万元；

（20） 宣传事务支出 160 万元，减少 21万元；

（21） 统战事务支出 94万元，增加 17万元；

（22）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108 万元，增加 39万元；

（23）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1887 万元，减少 1599 万元；

（24） 财政事务支出 772 万元，增加 104 万元；

2.2016 年国防支出 452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5 万元，增长 47.23%。

主要原因：根据政策文件本年度购置设施增多。

（1） 国防动员支出 206 万元，增加 41万元；

（2） 其他国防支出（款）246 万元，增加 104 万元；

3.2016 年公共安全支出 813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2万元，下降 0.27%。

（1） 武装警察支出 657 万元，增加 25万元；

（2） 公安支出 6256 万元，增加 1619 万元；

（3） 检察支出 148 万元，减少 841 万元；

（4） 法院支出 203 万元，减少 987 万元；

（5） 司法支出 687 万元，增加 278 万元；



（6） 其他公共安全支出（款）179 万元，减少 116 万元；

4.2016 年教育支出 22004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53 万元，下降 6.6%。

（1） 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580 万元，增加 140 万元；

（2） 普通教育支出 20286 万元，增加 231 万元；

（3） 职业教育支出 0 万元，减少 1 万元；

（4） 特殊教育支出 27万元，增加 2 万元；

（5） 进修及培训支出 0万元，减少 29万元；

（6）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26 万元，减少 1404 万元；

（7） 其他教育支出（款）585 万元，减少 492 万元；

5.2016 年科学技术支出 303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70 万元，增长 94%，

原因是省市安排的技术改造资金增加。

（1） 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531 万元，增加 347 万元；

（2） 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2463 万元，增加 1308 万元；

（3） 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 0 万元，减少 200 万元；

（4） 科学技术普及支出 36万元，增加 15万元；

6.2016 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747 万元，比上年增加 511 万元，增长

41.34%，原因一是工资及津补贴提标，二是上级提前下达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1） 文化支出 1063 万元，增加 397 万元；

（2） 文物支出 5万元，减少 6万元；



（3） 体育支出 53万元，增加 6 万元；

（4） 广播影视支出 601 万元，增加 157 万元；

（5）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25万元，减少 43万元；

7.2016 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19 万元，比上年增加 2452 万元，增

长 23.65%，原因是上级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较多。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766 万元，减少 141 万元；

（2） 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362 万元，减少 50万元；

（3） 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 2974 万元，减少 111 万元；

（4）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4855 万元，增加 2739 万元；

（5） 就业补助支出 506 万元，增加 96万元；

（6） 抚恤支出 759 万元，增加 14万元；

（7） 退役安置支出 129 万元，减少 71万元；

（8） 社会福利支出 532 万元，增加 110 万元；

（9） 残疾人事业支出 453 万元，减少 119 万元；

（10）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 0 万元，减少 136 万元；

（11）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353 万元，减少 9 万元；

（12） 临时救助支出 97万元，减少 24万元；

（13） 特困人员供养支出 226 万元，增加 155 万元；

（14） 其他生活救助支出 27万元，增加 12万元；

（15）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51 万元，减少 61万元；



8.2016 年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 11896 万元，增加 1052 万

元，增长 9.7%，原因一是工资及津补贴提标，二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

支核查增加。

（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 420 万元，增加 352 万元；

（2） 公立医院支出 459 万元，增加 244 万元；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1766 万元，增加 391 万元；

（4） 公共卫生支出 663 万元，增加 57万元；

（5） 医疗保障支出 6759 万元，增加 2056 万元；

（6） 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1096 万元，减少 1548 万元；

（7）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 443 万元，增加 171 万元；

（8） 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63 万元，减少 741 万元；

9.2016 年节能环保支出 4890 万元，比上年增加 2676 万元，增长 121%，

原因是省级下达环境整治资金增加。

（1）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369 万元，增加 112 万元；

（2） 环境监测与检察支出 31 万元，增加 1 万元；

（3） 污染防治支出 4402 万元，增加 2647 万元；

（4） 自然生态保护支出 3 万元，减少 6 万元；

（5） 污染减排支出 0 万元，减少 163 万元；



10.2016 年城乡社区支出12213万元，比上年增加9227万元，增长309%，

原因是将城乡环卫保洁市场化服务经费、老年活动中心建设和消防营房

建设经费增加。

（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1122 万元，减少 416 万元；

（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169 万元，减少 221 万元；

（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68 万元，减少 13万元；

（4） 城市社区环境卫生（款）550 万元，减少 27万元；

（5）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10176 万元，增加 9876 万元；

11.2016 年农林水支出 8375 万元，比上年减少 643 万元，下降 7.1%。

（1） 农业支出 2265 万元，增加 58万元；

（2） 林业支出 702 万元，增加 627 万元；

（3） 水利支出 3960 万元，减少 1166 万元；

（4） 扶贫支出 940 万元，增加 661 万元；

（5） 农村综合改革支出 386 万元，减少 389 万元；

（6） 促进金融支农支出 12万元，增加 6万元；

12.2016年交通运输支出19779万元，比上年增加13576万元，增长219%，

原因是城市化道路改造拆迁资金增加。

（1） 公路水路运输支出 2518 万元，减少 3011 万元；

（2） 石油价格改革对交通运输的补贴支出 93万元，减少 302 万元；

（3） 车辆购置税支出 226 万元。



（4） 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16942 万元，增加 16890 万元；

13.2016 年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91 万元，比上年减少 1147 万元，下降

66%。

（1）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支出 49万元，减少 210 万元；

（2） 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357 万元，增加 123 万元；

（3） 国有资产监管支出 171 万元。

（4）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4万元，减少 1136 万元；

14.2016 年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86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174 万元，增长

169%。

（1） 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407 万元。

（2） 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157 万元。

（3）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53万元。

15.2016 年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901 万元，比上年增加 94万元，增长

11.6%。

（1） 国土资源事务支出 901 万元。

16.2016 年住房保障支出 3491 万元，比上年增加 1760 万元，增长 102%。

（1）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860 万元，增加 573 万元；

（2） 住房改革支出 2347 万元，增加 903 万元；

17.2016 年粮油物资储备支出406万元，比上年减少479万元，下降 54%。

（1） 粮油事务支出 386 万元，增加 123 万元；



（2） 粮油储备支出 20万元，减少 729 万元；

18.2016 年其他支出 83万元，比上年减少 3619 万元，下降 97.8%，原

因是今年无此项资金需求。

1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 万元，下降 100%，是因为

本年没有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地方政府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