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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新区财政决算报告 

 

2017年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精神的开局之年。在上级党委员及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

立足发挥好财政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较好地实现了全年

预算目标。现就 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17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424.42万元，完

成预算 119.15%，比上年增长 175.1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512.24 万元，完成预算 61.27%，比上年增长 10.06%（详

见附件 1）。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424.42万元，加上上年

结转和结余资金 18,093.5万元，减去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0,512.24万元，年末一般公共预算滚存结余 40,005.68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没有收支执行情况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有收支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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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决算数

非税收入 66.50                   

转移性收入 52,357.92               

  返还性收入 44,971.03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7,386.89                

合计 52,424.42               

2017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

5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 决算数

 科学技术支出 30,008.31             

 城乡社区支出 503.93                

 合计 30,512.24             

2017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按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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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基本支出 3,008.60

    工资福利支出 2,613.91

    商品和服务支出 394.70

项目支出 27,503.64

    工资福利支出 12.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24.34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10,475.84

    其他资本性支出 877.77

    其他支出 10,113.69

合   计 30,512.24

2017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按政府经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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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科目 决算数

    科学技术支出 30,008.31

      科技条件与服务 152.56

        机构运行 92.56

        科技条件专项 60.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9,855.75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9,855.75

    城乡社区支出 503.93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59.09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59.09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444.84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444.84

 合计 30,512.24

2017年高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按功能分类）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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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高新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说明 

 

一、2017 年科学技术支出 30008.31 万元，比上年增加

4819.4 万元，增长 19.13%。增支的的主要原因是：按照新

的分成体制，2017 年高新区增加了收入，相应增加了支出。 

二、2017 年城乡社区支出 503.93 万元，比上年减少

651.28 万元，下降 56.38%。减支的主要原因是：2016 年在

土地评估咨询服务、规划编制、档案整理等第三方服务的支

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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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目 决算数

  工资福利支出 2,613.91                           

    基本工资 2,613.91                           

  商品和服务支出 394.7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94.70                             

合计 3,008.60                           

2017年高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按政府经济分类 ）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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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三公”经费                      221.87

        其中：（一）因公出国（境）支出                       70.00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45.87

                   1.公务用车购置                       17.87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00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106.00

2017年高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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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的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构成 

1.因公出国（境）经费是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

外城间交通费、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用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护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

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指公务接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外

宾接待）费用。 

二、2017年“三公”经费变动情况 

1.2017 年“三公”经费决算比上年增加 39.87 万元，其中：因

公出国（境）支出减少 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增加 17.87万元，运行

维护支出增加 2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增加 22万元。 

2.变动原因：2017 年购置公务用车 1 台及燃油及维修成本的上

升，导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有所增加;2017年新设了机构,

人员相应增加,公务接待费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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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一、税收分成 -              

二、转移支付补助 -              

三、专项转移支付 -              

合 计 -              

2017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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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地  区 2017年余额

高新区                                              -

2017年高新区政府一般债务分地区余额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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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决算数

转移性收入 -                        

   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                        

   专项转移收入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                        

合计 -                        

2017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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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 决算数

 合计                            -

2017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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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一、转移支付补助 -                  

二、专项转移支付 -                  

合  计 -                  

2017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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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地  区 2017年余额

高新区                                           -

2017年高新区政府专项债务分地区余额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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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本年本级收入合计                              -

  （一）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

二、上年结转                              -

收入总计                              -

2017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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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本年支出合计                              -

（一）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

支出总计                              -

2017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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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项  目 决算数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

    其中：保险费收入                              -

          财政补贴收入                              -

          利息收入                              -

一、养老保险基金                              -

    其中：保险费收入                              -

          财政补贴收入                              -

          利息收入                              -

二、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

    其中：保险费收入                              -

          财政补贴收入                              -

          利息收入                              -

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

    其中：保险费收入                              -

          财政补贴收入                              -

          利息收入                              -

2017年高新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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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项  目 决算数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

一、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

    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

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

    其中：养老补贴支出                              -

三、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支出                              -

    其中：养老补贴支出                              -

2017年高新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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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高新区没有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二、举借债务情况 

    高新区没有举借债务情况。 

三、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详见报表 6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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