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2017年度老干部局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名称 金额
功能分类 支出用途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项目名称 金额

一、财政拨款 341.2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41.20 一、基本支出 278.60 

      1. 一般公共预算 341.20 二、外交支出 二、项目支出 62.60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0.00 三、国防支出 三、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0.00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三、其他资金 0.00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其他支出

当年收入小计 341.20 当年支出小计 341.2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结转下年资金 0.00 

收入合计 341.20 支出合计 341.20 



表二

2017年度老干部局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收入总计 341.2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小计 341.20 

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 278.60 

专项收入 62.60 

政府性基金 小计 0.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小计 0.00 

专户管理教育收费 0.00 

其他非税收入 0.00 

其他资金

小计 0.00 

事业收入 0.00 

经营收入 0.00 

其他收入 0.00 

债务资金（银行贷款） 0.00 

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小计 0.00 

其中：动用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0.00 



表三

2017年度老干部局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结转下年资金

341.20 278.60 62.60 0.00 0.00 



表四

2017年度老干部局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用途

项目名称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341.20 一、基本支出 278.6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项目支出 62.60 

三、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收入合计 341.20 支出合计 341.20 



表五

2017年度老干部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201 合  计 341.20 

201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62.60 

2013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60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278.60 

2013601   行政运行 183.47 

2013650   事业运行 95.13 



表六

2017年度老干部局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10 合计 278.6

310001 工资福利支出 129.76

3100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

3100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3.84



表七

2017年度老干部局部门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无 合  计 0



表八

2017年度老干部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   额

201
合  计 341.20 

201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务

62.60 

2013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60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278.60 

2013601
  行政运行 183.47 

2013650
  事业运行 95.13 



表九

2017年度老干部局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310 合计 278.60 

310001 工资福利支出 129.76 

3100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 

3100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3.84 



表十

2017年度老干部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10002 合计 15

1、
人员办公等定额支出 6.4

2、
工会经费 2.4

3、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20 

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数应与表十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数一致，并按照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经济分类“款”级细化列示。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
关运行经费”暂指基本支出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表十一

2017年老干部局“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
待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9.50 0.00 6.20 0.00 6.20 0.30 2.50 0.50 

注：



表十二

2017年度老干部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万元

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经济科目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

形式
总计

合计 4.50 

一、货物A 1.50 

1、 购办公设备 310 空调等 集中采购 1.50 

二、工程B 3.00 

房屋维修 310 房屋漏水维修 分散采购 3.00 

三、服务C 0.00 

注：1.采购组织形式为：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

   2.采购品目名称根据《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13]189号）规定品目名称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