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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南京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公开      

补充资料 

一、部门预算报表 

 

2016 年度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其他支出 

合计   7,528.79 5,191.70 2,117.09 220.00 

144 南京市财政局 7,528.79 5,191.70 2,117.09 220.00 

 

2016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金额 经济分类 预算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7,308.80 一、基本支出 5,105.2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项目支出 1,983.51 

    三、其他支出 220.00 

        

收入合计 7,308.80 支出合计 7,308.80 

 

 

 

2016 年部门收入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

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 

事业收

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

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合计   7,528.79 7,308.79 7,308.79   220.00         

144 南京市财政局 7,528.79 7,308.79 7,308.79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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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类 款 项 

合计         7,042.70 

南京市财政局         7,042.70 

  201 06 01 行政运行 4,237.81 

  201 0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743.81 

  201 06 03 机关服务 133.22 

  201 06 99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247.56 

  208 05 04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76.86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0.6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4.50 

  221 02 02 提租补贴 252.7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5.57 

 

2016 年度部门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基本支出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补

助支出 

合计 5,010.29 3,570.00 752.45 687.84 

南京市财政局 5,010.29 3,570.00 752.45 687.84 

 

2016 年度部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类 款 项 

合计         0.00 

南京市财政局           

注：本表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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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合计   752.45 

2010601 行政运行 701 

201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10603 机关服务 16.71 

2010699 其他财政事务支出   

20107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050403 成人高等教育 31.60 

2080504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66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0.4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210202 提租补贴   

2210203 购房补贴   

 

 

 

2016 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基本支出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

出 

对个人和家庭

补助支出 

合计   5,105.29 3,664.99 752.45 687.84 

144 南京市财政局 5,105.29 3,664.99 752.45 687.84 

2016 年度部门“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

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

待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合计   391.77 37.79 75.10   75.10 33.84 72.36 172.68 

144 南京市财政局 391.77 37.79 75.10   75.10 33.84 72.36 1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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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填报部门：南京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采购品目

大类 
专项名称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合计       755.03 

三、服务 C       480.03 

  信息化建设维护专项经费 运行维护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95.7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车辆维修和保养

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34.5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车辆维修和保养

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20 

  财政业务培训专项经费 会议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23.59 

  财政预决算专项经费 会议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48.0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会议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3.0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会议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3.08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会议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12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会议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3.96 

  法制财政建设专项经费 法律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0.00 

  财政预决算专项经费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36.00 

  
高层次会计人才培养及会

计资格考试专项经费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1.0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4.08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0.2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98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0.28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印刷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54 

  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9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机动车保险服务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0.80 

一、货物 A       275.00 

  办公设备购置 台式计算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0.00 

  购置考试用设备 台式计算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67.00 

  办公设备购置 便携式计算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24.00 

  购置考试用设备 交换设备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41.75 

  办公设备购置 激光打印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5.80 

  购置考试用设备 针式打印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0.30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4.90 

  办公设备购置 多功能一体机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1.25 

  购置考试用设备 其他电气设备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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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的增加变化原因 

南京市财政局 2016 年“三公”经费预算中，因公出国（境）经

费 33.7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 75.10万元，公务接待费 33.8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经费 33.79 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由财

政实行集中管理，总量控制，在年度执行中市财政根据市政府出国境

审批意见办理相关预算调整手续；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75.10 万元，本年数小于上年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公车改革后公务车辆数量减少； 

3、公务接待费预算 33.84 万元，本年数小于上年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规

定，缩减经费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