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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火炬高新区 2019 年财政总决算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2019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8994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40678万元，上年结余 2440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2000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0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74112 万元。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34822万元（含上级专款支出），上解

上级支出 12677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903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总计 270402 万元。 

收支相抵，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 3710 万元，全部为

项目结转结余。 

2019 年，高新区继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控制一般

性支出，高新区各预算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 35.70 万元，下降

16.2%。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32.49 万元，下降 6.2%，主要

是根据市委工作部署，配合开展国(境)外招商引资活动；无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及购置费，主要是车改后车辆收归市级管理；公务接

待费 3.21万元，下降 1.8%，主要是控制接待批次和开支金额，减

少费用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2019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0万元，上年结余 6131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6131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 277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 2000万

元。 

收支相抵,高新区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1361万元，按照规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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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使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 

2019 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68 万元，上年结余 299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4258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4000万元。 

收支相抵，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年终结余 258万元，按照规定

结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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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厦门火炬高新区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

分类决算表； 

附件 5：厦门火炬高新区 2019 年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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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8,99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4,822

上级补助收入 140,678

  返还性收入 -4,611 上解上级支出 12,677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4,907     体制上解支出 2,494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9,518     专项上解支出 10,183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0,020

    体制补助收入 79,084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903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0,936 年终结余                         3,71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5,269 减:结转下年的支出 3,710

上年结余 2,440 净结余 -    

调入资金 2,000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2,000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000

收  入  总  计 274,112 支  出  总  计 274,112

单位:万元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总表



附件2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决算数

一、税收收入 102,309                 

（一）增值税 32,294                   

（二）营业税

（三）企业所得税 29,973                   

（四）个人所得税 12,450                   

（五）资源税 -                      

（六）城市维护建设税 10,673                   

（七）房产税 10,331                   

（八）印花税 3,650                    

（九）城镇土地使用税 1,352                    

（十）土地增值税 1,511                    

（十一）耕地占用税 59                       

（十二）环境保护税 16                       

二、非税收入 6,685                   

（一）专项收入 -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                      

（三）罚没收入 -                      

（四）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6,685                    

（五）其他收入 -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08,994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附件3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决算数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240

    发展与改革事务 4

      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4

    人力资源事务 173

      引进人才费用 173

    商贸事务 2279

      招商引资 227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 12784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 12784

二、科学技术支出 18385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 18385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 18385

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 50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支出 50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28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

五、卫生健康支出 39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9

      行政单位医疗 27

      公务员医疗补助 12

六、城乡社区支出 23685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885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885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 228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项) 22800

七、农林水支出 20

    农业 20

      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 20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77275

    制造业 17817

      其他制造业支出 17817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141998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141998

    其他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款) 17460

      其他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项) 17460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34822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附件4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  计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1,291

  工资奖金津补贴 558

  社会保障缴费 119

  住房公积金 92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22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67

  办公经费 13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

三、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1

  设备购置 1

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7

  离退休费 22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5

总计 1,516

备注:本表取数于部门决算。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决算表



附件5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决算数

合计 35.7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32.49

2、公务接待费 3.21

3、公务用车费 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00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备注:本表取数于部门决算。车改后车辆收归市级管理，因此无公务用车费。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附件6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770

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 2,000

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余 6,131 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 1,361

收 入 总 计 6,131 支 出 总 计 6,131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附件7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决算数

一、城乡社区支出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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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                      

      土地开发支出 2,770                      

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2,770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附件8

预算科目 决算数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6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年结余 2,99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258

收  入  总  计 4,258 支  出  总  计 4,258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附件9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决算数

一、利润收入 1,268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1,268                    

二、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 1,268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表 



附件10

             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决算数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00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款) 4,00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 4,000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合计 4,000                  

厦门火炬高新区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执行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