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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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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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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

经费支出
备注

** ** ** ** ** ** **

合计 18.34 18.3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8 3.38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38 3.3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37 2.37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01 1.01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4.96 14.96

21502 　　制造业 14.96 14.96

2150299 　　　　其他制造业支出 14.96 14.96



表2

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

支出
备注

** ** ** ** ** ** ** ** **

合计 18.34 18.3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8.34 18.34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96 14.9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37 2.37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01 1.01



表3

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

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 ** ** **

合计 18.34 18.3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8 3.38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38 3.3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37 2.37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01 1.01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4.96 14.96

21502 　　制造业 14.96 14.96

2150299 　　　　其他制造业支出 14.96 14.96



表4

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 ** ** ** ** **

合计 18.34 18.3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8.34 18.34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96 14.9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37 2.37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01 1.01



表5

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表6

2021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其他运转类及特定目标类专项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 **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