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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4 年省财政厅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2014 年预算组成单位共 11 个，分别是：省财政厅本部、

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省财政科研所、省财政数据信息中心、

省财政厅国库支付局、省投资审核中心、省票据中心、省注

册会计师协会、省农业综合开发评估中心、省直行政单位物

业管理中心、省会计函授职业技术学校。

省财政厅的主要职能是：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财

政、税收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起草财政、税收、

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管理、资产评估、财务会计、政府债务

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二是拟订财政发展战

略、中长期财政规划，参与分析预测宏观经济形势，参与制

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综

合平衡社会财力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主体功能区

规划的建议，执行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政策；三

是承担省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四是制定全省财政和

预算收入计划，管理和监督各项财政收入，负责组织耕地占

用税、契税的征收和管理；五是负责省级非税收入及各项政

府性基金管理；六是组织制定本省国库管理制度、国库集中

收付制度及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制度，负责省级财政资金调



度和财政总预算会计工作，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制度并监督

管理，监管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工作；七是负责制定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八是负责各项省级财政专

项资金的安排和监督管理，拟订重要物资储备的财政政策，

编制省级社会保障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管理省级财政社

会保障支出，监管社会保障资金，拟订社会保障资金财务制

度、基本建设财务制度、企业财务制度和农村财务制度；九

是参与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总量研究，组织调度财政性基本

建设资金，参与审核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概算，承担财

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预算、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审核工

作，对财政性资金建设项目实施财务监管，负责制定代建项

目财务管理制度，参与工程造价管理，负责农业综合开发管

理工作；十是监督检查财税等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

况，检查、处理、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加

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承担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工作；十一

是管理全省会计工作，依法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

事务所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社会审计工作，依法监管外国及

港澳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在本省境内的有关业务；十二是管

理资产评估行业，指导和监督评估机构和注册评估师的业

务，办理监管范围内涉及国有产权权益的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和核准；十三是承办省人民政府和财政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部共有行政编制 272 人；事业编制 72 人，其中：行

政机关事业编制 36 人、核拨事业编制 36 人；离退休人员共

151 人。下属单位共有行政编制 55 人；事业编制 289 人，

其中：行政机关事业编制 46 人、核拨事业编制 180 人、核

补事业编制37人、自筹事业编制26人；离退休人员共55 人。

（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及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统领，以“稳中求进、改革创

新”为总要求，以率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总目标，切实增

强理财稳定性、公平性、均衡性、保障性和层次性，扎实开

展增收节支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各项工作，充分发挥

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继续深化财

政改革，加强财政管理，率先建立符合我省实际的现代财政

制度，为我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提供坚实

的财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4 年收入预算 15,276.49 万元，其中：公共预算拨款

14,261.49 万元，财政专户拨款 1,015.00 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4 年支出预算 15,276.49 万元，其中：公共预算拨款

14,261.49 万元，财政专户拨款 1,015.00 万元。



2014 年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

基本支出预算 11,022.49 万元，占预算拨款支出的

77.29%。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573.09 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3,853.1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573.18 万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 23.10 万元。

项目支出预算 3,239.00 万元，占预算拨款支出的

22.71%。



第二部分 2014 年省财政厅部门预算表

一、2014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省财政厅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4 年预算 项 目 2014 年预算

一、预算拨款 14,261.49 一、一般公共服务 10,496.00

公共预算拨款 14,261.49 二、外交

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防

二、财政专户拨款 1,015.00 四、公共安全

教育收费 1,015.00 五、教育 2,911.00

其他财政收入拨款 六、科学技术

三、其他资金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

事业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1,869.49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其他收入 十、医疗卫生

十一、环境保护

十二、城乡社区事务

十三、农林水事务

十四、交通运输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5,276.49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5,276.49

六、上级补助收入 结转下年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收 入 总 计 15,276.49 支 出 总 计 15,276.49



二、2014 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省财政厅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 ** 1 2 3 4

合计 14,261.49 11,022.49 3,239.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496.00 7,699.00 2,797.00

20106 财政事务 10,196.00 7,699.00 2,497.00

201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0.00 300.00

205 教育支出 1,896.00 1,454.00 442.00

20503 职业教育 1,896.00 1,454.00 442.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69.49 1,869.49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69.49 1,869.49



三、2014 年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14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项目支出共 3,239.0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类）主要用于财政厅及所属单位保障

机构正常运转、开展财政管理活动所发生的项目支出。其中：

财政事务（款）预算支出 2,497.0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其

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预算支出 300.00 万元，与上年

持平。

2.教育（类）主要用于厅属事业单位省财政职业技术学

校、省会计函授职业技术学校正常运转的项目支出。其中：

职业教育（款）442.0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四、2014 年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省财政厅

项目 金额

“三公”经费 561.65

其中：（一）因公出国（境）支出 45.00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349.07

1.公务用车购置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9.07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16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