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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9 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19 年 7 月 31 日在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区政府副区长 王绍臣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预算法》第七章第六十七条“在预算执行中，需要增

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应当进行预算调整”的要求，现提出

我区 2019 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情况

经哈尔滨市政府批准，2019 年新增我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补

助 13,000 万元。哈尔滨市道外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2019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45,326 万

元，根据《哈尔滨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部分 2019 年市对区均

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的通知》（哈财预（预）[2019]17 号）文

件，2019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由年初预算的 245,326

万元，增加为 258,326 万元。新增转移支付补助均按照国家和省

市规定安排使用，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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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转和落实国家政策性支出等基本公共支出。

二、2019 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计划情况

为缓解区级财政支出压力，增强地方政府对公益性项目的投

资能力，2019 年我区争取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60,000 万元。

按照国家确定的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方向，结合我区重点项目资金

需求情况，对省转贷我区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60,000 万元，

拟用于道外区桦树二期棚改项目。

三、2019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情况

经哈尔滨市道外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2019 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39 万元。省转

贷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到位后，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

139 万元调整为 60,139 万元，增加 60,000 万元。

根据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拟安排项目情况，我们已按预算

管理要求列入相应的预算支出科目，并形成了 2019 年道外区政

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拟对 2019 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

预算进行调整。

以上报告连同方案，请予审议。

附件： 1.《哈尔滨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部分2019年市对区均

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的通知》（哈财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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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7号）

2.哈尔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的通知（哈财金[2019]289 号）

3.2019 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2019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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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 4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4 4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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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五、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六、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三、节能环保支出

八、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支出

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四、城乡社区支出 135 135 

十一、彩票公益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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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四、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五、车辆通行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35 135 

十六、污水处理费收入     污水处理费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七、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五、农林水支出

十八、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十九、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债务专著收入安排的支出

二十、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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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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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通行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及对应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60,000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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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九、债务付息支出

十、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收 入 合 计 支 出 合 计 139 60,139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支出

  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政府性基金补助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解收入     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上年结余收入 139 139  调出资金

  调入资金  年终结余

    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调入专项收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60,0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收 入 总 计 139 60,139 支 出 总 计 139 6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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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合 计

港口建设费收入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彩票公益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车辆通行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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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备注

合    计 139 60,139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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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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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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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135 

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农林水支出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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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支出

车辆通行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港口建设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60,00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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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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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道外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总 计

一、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三、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四、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安排的支出

五、民航发展基金支出

六、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七、彩票公益金及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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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安排支出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项目名称 额度

合  计 60,000 

哈尔滨市道外区 桦树二期棚改项目 60,000 

第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