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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预备费调整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市委办

24 2021年春节走访慰问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司法局

3
乡镇综合执法业务培训经

费

58 工作经费 20 法律援助经费

26.10 信创工程项目资金 7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经费

10 宣传画册经费 1.6 法制建设工作奖励

3.63 接入保密综合业务网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武警中队 15 经费补助

人大办

4.5 人大代表补选工作经费 检察院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1 无固定收入人大代表经费 看守所 34.80 运转经费

46.63 换届选举经费
三、公共安全支出 124.5

教育支出
党校 6.91 主体培训班经费

政府办

130 工作经费缺口
教育局 3 设备购置经费

四、教育支出 9.91

7.09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经费 科学技术支出 郴州财政局 18 上缴已清理的郴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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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办

27.74 信创工程项目资金

科学技术支出

科工局
3 防疫物质储备工作经费

6.13 会议室设备购置 2.32 企业帮扶工作奖励

5 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经费
东江湖大数据

中心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6 重点民生实事工作奖励 五、科学技术支出 25.32

2.88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工作奖励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

融媒体中心 6 户户通配套资金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作家协会 3.42
建党一百周年《东江文韵》

出版经费

市政协

6
文史设备购置及《话说资兴》编

辑费
摄影馆 5 天然气安装经费

16.55 《话说资兴》出版经费

文旅广体局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5 换届选举经费 1.66
公共服务体系和全域旅游

工作奖励

市纪委监委 2.72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奖励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18.08

组织部

30 村和社区换届工作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政法委 116.16 精神病患者管控经费

3.69 郴州专项引才活动经费 企业保险站 4.4 离休干部节慰问金

4.41 多功能一体机采购款
老干部服务中

心

5.88
2021年老干部新春茶花会

经费

20 市乡党委换届工作经费 3.3 2021年春节走访慰问资金

10 "五方面人员"比选经费 人社局 13 机关事业单位招考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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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组织部

3.66 红海集团现场会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人社局

10
社保基金专项整治工作经

费

30 人才引进经费 3.5 仲裁服装费

1.42 专职干部意外伤害险 11.6 上半年事业单位招考费用

132.15 2020年干部考核奖励 0.8 农民工工作奖励

宣传部

30 党史教育办工作经费
老干部服务中

心
7.04

离休及处级以上退休视察

企业经费

57.94 基层党组织报刊订阅经费
退役军人事务

局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62.67
党史教育办党史学习教育指定

用书征订经费
回龙山瑶族乡 3.8 村主干部养老保险

1.15 脱贫攻坚成就展活动经费 州门司镇 10.4 村主干部养老保险

2.45 2020年好新闻奖 滁口镇 3.8 村主干部养老保险

12 党史教育办党史学习工作经费 黄草镇 3.8 村主干部养老保险

政法委

1.78 心里健康启动仪式会议经费 唐洞街道办 3.2 村主干部养老保险

20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经费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202.68

6.42 综治维稳工作奖励

卫生健康支出

政府办 5 红十字会培训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卫健局

3.15
第33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

动经费

统战部
4.39 统战业务培训经费

5
第四届中国医师节走访经

费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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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工商联 5 运转经费缺口

卫生健康支出
卫健局

4.64 卫生健康工作奖励

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

4.75 2020年国庆活动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4.96 档案库房用电专线经费 7.84 疫情防控工作奖励

96.91 审计有关费用 第一人民医院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2.3 工作经费缺口 八、卫生健康支出 29.63

3.35 党代会设施维修经费

节能环保支出

财政局 15 隐形债务化解工作经费

统计局

10 绩效考核经费
生态环境资兴

分局
2.63 污染防治工作奖励

4
郴州年报现场会及专业年报培

训经费
九、节能环保支出 17.63

74.88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两员”

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

住建局

10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经费

4 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3.6 “四上企业”申报工作经费 3.1 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奖励

10 工作经费缺口

城管局

33.5 制服购置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5
园林城市复查专项工作经

费

国调队
12

城乡住户调查7万，月度劳动力

调查5万 唐洞街道办
5.9

“四上企业”申报工作经

费

20 工作经费缺口 11 换届选举经费

商务局 25
社零、利用外资、外贸等工作经

费
东江街道办 7.5 换届选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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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商务局

14 办公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

兴宁镇

10 “元合新镇”案件经费

4.5 “四上企业”申报工作经费
50 运转缺口经费

12.5 换届选举经费

科工局 3 “四上企业”申报工作经费

白廊镇

25 运转缺口经费

网信办 2.19
“文化扶贫”主题网络传播经

费
6.5 换届选举经费

妇联
4 村和社区妇联换届工作经费

三都镇
50 运转缺口经费

5 “两癌”免费检查工作经费 6 换届选举经费

市场监督管理

局

8 原工商局基建欠款
州门司镇

50 运转缺口经费

10 商事制度改革工作经费 17.5 换届选举经费

34.2 综合执法制服购置经费
回龙山瑶族乡

40 运转缺口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5.5 换届选举经费

信访联席办

16 劝返和接返经费(预算)
蓼江镇

20 运转缺口经费

10 劝返和接返经费 4 换届选举经费

12.7 劝返和接返经费
八面山瑶族乡

60 运转缺口经费

7.5 换届选举经费

政务中心

1 24小时自助、保洁、保安经费
汤溪镇

30 运转缺口经费

48.6 机架租赁费 5 换届选举经费

27.9 “智慧公安”网络维护费 黄草镇 9 换届选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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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档案馆
0.6 档案查阅利用经费

城乡社区支出

滁口镇 5.5 换届选举经费

9.92 档案接收经费 清江镇 5.5 换届选举经费

财政局
60 评审工作经费 旅游公司 48 票务系统建设项目资金

1.52 防患和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奖励 国卫办 76 巩固卫生城市经费

审计局 32.18
审计会商系统高清改造和网络

升级经费

可持续发展推

进办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发改局

10 “真抓实干”工作经费 十、城乡社区支出 633.5

5 电力执法工作经费

农林水支出

水利局

8 农村安全饮水水质检测费
1.36 产业项目建设工作奖励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52 河长制工作奖励

1.58 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奖励

总工会 2.4 2021年春节走访慰问资金 库管局 5.6 引进人才奖励经费

党史办
5 《资兴年鉴》书号费 市园艺场 5 项目建设缺口

3 党史档案整理经费 乡村振兴局 2.4 乡村振兴工作奖励

编办
10 工作经费缺口

农业农村局
2.32 农业农村工作奖励

6.42 电子政务内网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唐洞街道办

1 基层统计站建设经费 驻村办 2.4 脱贫工作队奖励

6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果树所 4.83
科创电子场地租赁费（9-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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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唐洞街道办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农林水支出

农村经营站 8.6
示范农民合作社及家庭农

场奖励

东江街道办

10 基层统计站建设经费 十一、农林水支出 42.67

4.2 “四上企业”申报工作经费

交通运输支出

交通质安站
2 设备购置经费

1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5.5 绩效缺口

大市场管理办 10 工作经费

道路运输服务

中心

20 运转经费缺口

乡村振兴局
7.76 脱贫攻坚工作奖励 4.31

大坝码头搬迁客车政策性

亏损补贴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15 绩效缺口

兴宁镇 6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水运事务中心 5.5 绩效缺口

滁口镇 6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交通局 1.6 交通整治及安全工作奖励

八面山瑶族乡 6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53.91

黄草镇
5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

出

科工局 2.4
新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奖

励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经开区 1.12 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奖励

清江镇 5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

息等支出
3.52

汤溪镇 5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商业服务等支出 商务局

8 办公经费

回龙山瑶族乡 5 信访事务工作奖励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党校 12.64 2020年教学、科研专项奖励经费 十四、商业服务等支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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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预算科目 单位 金额 备 注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关工委 4 工作经费

金融支出

政府办 18 金融机构考核奖励

职能移交办 10 工作经费 银保监会 50 工作经费

东江风景名胜

管理处
5 办公用房室内修缮费用 市人民银行 18.4 人员经费缺口

三重办 2.32 三重工作奖励 十五、金融支出 86.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1602.54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
自然资源局 1.66

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

奖励

国防支出 人武部
5 民兵训练基础工作经费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住建局 41.94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经费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应急管理局
52.4 安全生产工作奖励

二、国防支出 7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公共安全支出
公安局

5.1 征兵政治考核工作经费 消防大队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20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工作经

费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
56.4

10 禁毒工作经费 十九、其他支出 果树所 4.83
科创电子场地租赁费

（2020.12-2021.2）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交警大队 2 争先创优工作奖励 合计 2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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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表
单位：万元

预算支出科目 年初预算
第一次调整

预算数
第二次调整

预算数 小计 债券资金 预备费调整支出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37290 37336.5 38939.04 1602.54 1602.54

二、国防支出 1118 1118 1125 7.00 7.00

三、公共安全支出 17632 17545.63 17670.13 124.50 124.50

四、教育支出 56658 59260.13 59270.04 9.91 9.91

五、科学技术支出 609 909 934.32 25.32 25.32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2871 3108.65 3126.73 18.08 18.08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40293 41739.6 41942.28 202.68 202.68

八、卫生健康支出 27766 28885.95 28915.58 29.63 29.63

九、节能环保支出 1750 7880.4 7898.03 17.63 17.63

增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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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乡社区支出 74310 74310 74943.5 633.50 633.50

十一、农林水支出 30431 33024.16 33530.83 506.67 464.00 42.67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9132 9396 9491.91 95.91 42.00 53.91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等支出
24000 24000 24003.52 3.52 3.52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209 209 219 10.00 10.00

十五、金融支出 50 50.00 136.40 86.40 86.40

十六、援助其他地区

支出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1872 1872 1873.66 1.66 1.66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3433 5540 5581.94 41.94 41.94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341 569.04 569.04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
2164 2399 2455.4 56.40 56.40

二十一、预备费 3000 3000 27.88 -2972.12 -2972.12

二十二、其他支出 4949 4949 4953.83 4.83 4.83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

出
29930 29930 2993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合计
369808 387032.06 387538.06 506.00 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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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表

单位：万元

预算支出科目 年初预算
第一次调整

预算数

第二次调整

预算数
增减额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 1 1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23 4223 4223

三、节能环保支出

四、城乡社区支出 32883 32883 45100 12217

五、农林水支出

六、交通运输支出

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八、其他支出 864 10564 30564 20000

九、债务付息支出 4889.63 4889.63 48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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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抗疫特别国债支出

支出小计 42861 52561 84778 32217

转移性支出 58548 58548 58548

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101409 111109 143326 32217



- 13 -

附件4

2021 年财政预算调整表

单位：万元

预算类别 项 目
2021 年预

算数

2021年第一次

调整预算数

2021年第二次

调整预算数

比预算调整

数增减额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财力)合计 369808 387032.06 387538.06 50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69808 387032.06 387538.06 506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101409 111109 143326 3221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101409 111109 143326 32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