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1

2019 年预算调整支出总表（第一批）
单位：万元

项目
县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通过的预算收支
调整项目 预算调整数 调整后的收支数 备注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数 302473 16600 319073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166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数 33744 93000 12674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93000



附表 2

2019 年一般转移支付预算调整表（第二批）
单位：万元

收入来源 支出安排

项目 金额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

科目
备
注

一、年初未纳入预算一般转移支付收
入

91855 一、年初未纳入预算一般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91855

（一）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小计 41296 （一）一般转移支付支出小计 41296
2018 年市县效能目标管理考核奖励

资金 300 各单位 2019 年三月份发放效能奖补差 300

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移交属地管
理补助资金 978 两所农场 渠口及长山头农场移交人员工资、社保及经费

保障 978

2019 年干部职工及困难群众收入补
助资金 4817 各单位 干部职工民族团结奖 4817

市县资源税转移支付 85

各单位 化解民营中小企业欠款 28060

市县水资源税转移支付 227
2019 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

金 1165

2019 年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2677
2019 年自治区对市县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 4516

2019 年阶段性财力补助资金（含 3600
万元收支考核奖励） 11359

2019 年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 15172

众汇嘉润 养殖场基础母牛和肉牛购买保险及电子耳标
资金 1029

众汇嘉润 喊叫水、宽口井牛场配套养殖机械设备采购资
金 300

宁特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宁特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800



附表 2

2019 年一般转移支付预算调整表（第二批）
单位：万元

收入来源 支出安排

项目 金额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

科目
备
注

农业农村局 肉牛厂补贴资金 600

农业农村局 秸秆捡拾打捆运费、青贮原料收割配送及制作
资金 2000

土储中心 补缴耕地占用税 1412
（二）具有专项性质一般转移支付资

金收入
50559 （二）具有专项性质一般转移支付资金支出 50559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 2763 社保局、医疗保
障局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2763 2101202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49

监委 2019 年中央纪检监察补助资金 53 20111
司法局 2019 年第二批司法部门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168 2040602
政法委 2019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经费 10 2049901

政法委 2019 年司法救助资金及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补助金 15 2049901

公安局 2019 年第二批公安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303 2040202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7.86

科协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基层科普行动计划资金
预算指标的通知 25 2060799

发改局 2019 年农产品成本调查经费 7.35 2010408
发改局 2019 年价格监测补助经费 0.51 2010408
宗教局 2019 年全国重点寺观教堂维修补助经费 5 2012302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365 社保局、组织部 城乡居民及村干部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 365 2082602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529

教体局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职业教育） 636.97 20503
教体局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义务教育阶段） 5725.36 205

教体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特殊教育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 167 2050701



附表 2

2019 年一般转移支付预算调整表（第二批）
单位：万元

收入来源 支出安排

项目 金额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

科目
备
注

结算补助收入 451

教体局 2019 年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工作补助预算
经费 40 2050299

电视台
关于提前下达 2019 年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
区文化安全专项资金文化安全资金预算指标

的通知
34 2070805

团委 关于下达 2019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
愿者经费预算指标（第二批）的通知 33.17 2012999

就创局 2019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央第二批
补助资金 344 2011099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28813

农业农村局 2019 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二批农业资金 3276 21301
林业局 2019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636.6 21302

农业农村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及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
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18071 2130199

农业农村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及自治区农田建设补助
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6829 2130602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5190 扶贫开发服务中
心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5190 21305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 3892

就创局 关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第三批）的通知 1310 20807
退役军人事务管

理局 2019 年中央和自治区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121.6 2080802

退役军人事务管
理局 2019 年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第一批） 27.7 2080999

退役军人事务管
理局 2019 年中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27.69 2080904

民政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2405 208



附表 2

2019 年一般转移支付预算调整表（第二批）
单位：万元

收入来源 支出安排

项目 金额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

科目
备
注

资金的通知

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92

医疗保障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410 2101301

卫生健康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
助资金的通知

370 2100299

卫生健康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的通知 379 2100408

卫生健康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
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补助资

金的通知
133 2100601

文化旅游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 155

文广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第七批）预算指标的通知 75.16 2079999

文广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项目）的通知
80 2079999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873 各部门 关于调整下达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873 222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16
住建局 2019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

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412 2210199

住建局 2019 年中央财政清算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
项 904 22103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 林业局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
护恢复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35 2110401

其他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4 应急管理局 2019 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44 224



附表 3

2019 年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整预算表

单位：万元

收入来源 支出安排

项目 金额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科目 备注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7 各单位 补缴耕地占用税 47



附表 4

2019 年预算调整支出总表（第二批）
单位：万元

项目

县十七届人大

三次会议通过

的预算收支数

调整项目 预算调整数

县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二十一次会

议批准的预算收

支（第一批）

本次预算

调整数

调整后预算

收支数
备注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数 302473 16600 319073 91902 410975

新增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
16600

一般转移支付 91855

补充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4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数 33744 93000 126744 126744

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
93000



附表 5

其他调整事项表
单位：万元

第一次调整 本次调整

项目类型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合计 2000 合计 2000

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
相关单位 民生实事 2000 脱贫攻坚

补充县级

扶贫资金
农业农村局

太阳梁乡生态移民区万头

奶牛养殖场第二批新建项

目补助资金

1100

太阳梁乡生态移民区万头

奶牛养殖新建项目财政补

助资金

500

太阳梁乡生态移民区万头

奶牛养殖场第四批新建项

目财政补助资金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