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8：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资助国产影片放映

四、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资助城市影院

五、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资助少数民族电影译制

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其他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9,483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土地出让价款收入 49,48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补缴的土地价款       移民补助

  划拨土地收入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其他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其他土地出让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八、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移民补助

九、彩票公益金收入 972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902       其他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支出

  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70 三、节能环保支出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一、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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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十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回收处理费用补贴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资金       信息系统建设

  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资金       基金征管经费

  省级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其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十三、车辆通行费 四、城乡社区支出 49,304

十四、污水处理费收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49,304

十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4,103

十六、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土地开发支出 897

十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城市建设支出 34,553

十八、上年结余收入 10,000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余收入 10,000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廉租住房支出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

      棚户区改造支出

      公共租赁住房支出 6,740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3,01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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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

      公有房屋

      城市防洪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污水处理费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五、农林水支出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开发新菜地工程

      改造老菜地工程

      设备购置

      技术培训与推广

      其他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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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解决移民遗留问题

      库区防护工程维护

      其他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解决移民遗留问题

      库区维护和管理

      其他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后续工作

      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其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公路建设

      公路养护

      公路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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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其他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安排的支出

    车辆通行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公路还贷

      政府还贷公路养护

      政府还贷公路管理

      其他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及对应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港口设施

      航道建设和维护

      航运保障系统建设

      其他港口建设费安排的支出

    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铁路建设投资

      购置铁路机车车辆

      铁路还贷

      建设项目铺底资金

      勘测设计

      注册资本金

      周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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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其他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应急处置费用

      控制清除污染

      损失补偿

      生态恢复

      监视监测

      其他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民航机场建设

      空管系统建设

      民航安全

      航线和机场补贴

      民航节能减排

      通用航空发展

      征管经费

      其他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第 6 页，共 9 页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建设专用设施

      专用设备购置和维修

      贷款贴息

      技术研发与推广

      宣传

      其他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支出

    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地方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其他农网还贷资金支出

八、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宣传促销

      行业规划

      旅游事业补助

      地方旅游开发项目补助

      其他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九、其他支出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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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发行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彩票兑奖周转金支出

      彩票发行销售风险基金支出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支出

      其他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16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062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00

      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红十字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文化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扶贫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法律援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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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明细表

收入 支出

十、债务付息支出

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十二、年终结余 9,989

       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9,989

 

收 入 合 计 60,455 支 出 合 计 6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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