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5

2021年上级对剑阁县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上级补助收入 5064

   一、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收入

   二、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

   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1298

   四、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五、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

   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收入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八、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相关收入

   九、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十一、污水处理费收入

   十二、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2995

   十三、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十四、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五、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相关收入

   十六、车辆通行费相关收入

   十七、港口建设费收入

   十八、铁路建设基金收入

   十九、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收入

   二十、民航发展基金收入

   二十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二十二、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40

   二十三、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收入

   二十四、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财务收入

   二十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二十六、彩票公益金收入 810

   二十七、抗议特别国债

   二十八、其他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



附件26

2021年剑阁县对下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决算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决算数

合    计

   一、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

   二、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四、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

   五、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

   八、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相关

   九、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十一、污水处理费

   十二、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十三、三峡水库库区基金

   十四、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十五、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相关

   十六、车辆通行费相关

   十七、港口建设费

   十八、铁路建设基金

   十九、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二十、民航发展基金

   二十一、农网还贷资金

   二十二、旅游发展基金

   二十三、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

   二十四、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财务

   二十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二十六、彩票公益金

   二十七、抗议特别国债

   二十八、其他政府性基金相关

备注：本表无数据



附件27

2021年剑阁县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决算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决算数

合   计 17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收入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相关收入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收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相关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相关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收入

污水处理费相关收入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

三峡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收入

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相关收入

车辆通行费相关收入

港口建设费相关收入

铁路建设基金收入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收入

民航发展基金收入

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收入

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财务收入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彩票公益金收入 15

其他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

  其中:抗疫特别国债上年结余

备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结余2万元



附件28

2021年剑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说明

利润收入 200.00 41.00 62.00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25.00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12.00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3.00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1.0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00.00 62.00 

股利、股息收入 219.00 203.00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19.00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03.00 

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其他收入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0.00 260.00 265.00 

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入 2.00 

上年结转收入

合计 200.00 260.00 267.00 



附件29

2021年剑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说明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企业政策补贴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二、转移性支出 200 260 26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00 260 26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0 260 267

结转下年支出



附件30

2021年剑阁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
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
算数

决算数

非税收入 200 260 26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00 260 265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利润收入 200 41 6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充社保基金支出

      烟草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电信企业利润收入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2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改革性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25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12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境外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3     金融企业资本性支出

      邮政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军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款)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项)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款)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1     股利、股息收入 219 203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19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03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00 62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清算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股减持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金融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0 260 265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入 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总  收  入 200 260 26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00 260 265

总  支  出 200 260 267



附件31

2021年剑阁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说明

利润收入 200.00 41.00 62.00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25.00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12.00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3.00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1.00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润收入 200.00 62.00 

股利、股息收入 219.00 203.00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19.00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03.00 

产权转让收入

清算收入

其他收入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0.00 260.00 265.00 

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入 2.00 

上年结转收入

合计 200.00 260.00 267.00 



附件32

2021年剑阁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说明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企业政策补贴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二、转移性支出 200 260 26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00 260 26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0 260 267

结转下年支出



附件33

2021年剑阁县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非税收入 200 260 26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00 260 265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利润收入 200 41 6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充社保基金支出

      烟草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石油石化企业利润收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2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     厂办大集体改革支出

      电信企业利润收入     “三供一业”移交补助支出 2

      煤炭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补助支出

      有色冶金采掘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钢铁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化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支出

      运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电子企业利润收入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机械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改革性支出

      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 25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纺织轻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贸易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 12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建材企业利润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境外企业利润收入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对外合作企业利润收入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医药企业利润收入     对外投资合作支出

      农林牧渔企业利润收入 3     金融企业资本性支出

      邮政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军工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款)

      转制科研院所利润收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项)

      地质勘查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款)

      卫生体育福利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

      教育文化广播企业利润收入 1     股利、股息收入 219 203

      科学研究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控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19

      机关社团所属企业利润收入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203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利 200 62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股利、股息收入

    清算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清算收入       国有股减持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       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清算收入       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金融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0 260 265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企业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入 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总  收  入 200 260 26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200 260 265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科目 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总  支  出 200 260 267



附件34

2021年剑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为预算 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23000 22788 23639 103.7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五、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六、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3000 22788 23639 103.7 

    其中：个人缴费收入 6680 7273 7195 

          财政补贴收入 15583 14979 14932 

          利息收入 170 498 489 

          委托投资收益 567 977 

          转移收入 8 13 

          其他收入 30 33 



附件35

2021年剑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为预算 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16257 15795 15816 100.1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五、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六、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6257 15795 15816 100.1 

其中：保险待遇支出 16257 15795 15804 

  转移支出 12 



附件36

2021年剑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收入 决算数 支出 决算数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3639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5816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支出

    上年结余收入 43744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上解上级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收入合计 67383 支出合计 15816

年末结余 51567



附件37

2021年剑阁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为预算 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23000 22788 23639 103.7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二、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四、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五、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六、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3000 22788 23639 103.7 

    其中：个人缴费收入 6680 7273 7195 

          财政补贴收入 15583 14979 14932 

          利息收入 170 498 489 

          委托投资收益 567 977 

          转移收入 8 13 

          其他收入 30 33 



附件38

2021年剑阁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执行数 为预算 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16257 15795 15816 100.1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二、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四、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五、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六、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6257 15795 15816 100.1 

其中：保险待遇支出 16257 15795 15804 

  转移支出 12 



附件39

2021年剑阁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收入 决算数 支出 决算数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3639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5816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支出

    上年结余收入 43744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上解上级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收入合计 67383 支出合计 15816

年末结余 51567



附件40

2021年剑阁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合计

2021年债务限额 321,532.00 188,715.00 510,247.00 

2021年债务余额决算数 292,526.00 175,377.00 467,903.00 



附件41

2021年剑阁县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99,617.00 

      一般债务 278,240.00 

      专项债务 121,377.00 

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38,160.00 

      一般债务 305,845.00 

      专项债务 132,315.00 

2021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决算数 169,859.00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1,400.0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40,009.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56,400.0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62,050.00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决算数 33,495.00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5,445.00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050.00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决算数 15,059.00 

      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10,401.00 

      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4,658.00 

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467,903.00 

      一般债务 292,526.00 

      专项债务 175,377.00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10,247.00 

      一般债务 321,532.00 

      专项债务 188,715.00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年限（年） 9.95 

      一般债务年限（年） 6.70 

      专项债务年限（年） 13.20 



附件42

2021年剑阁县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
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
性质

发行金
额

发行时间
（年/月）

项目单位
支出金额

项目单位
支出进度

未支
出金
额

备注

剑阁县宝龙山职
教园及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职业教
育

剑阁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剑阁县瑞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专项
债券

15700 2021.11 15700 100% 0

大蜀道剑门关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文化旅
游

剑阁县文化旅游
和体育局

剑阁县剑门关蜀
道文化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

专项
债券

15700 2021.6 15700 100% 0

剑阁县下寺镇大
仓坝棚户区改造

项目

棚户区
改造

剑阁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剑阁县瑞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专项
债券

4500 2021.11 4500 100% 0

剑门工业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工业基
础设施

四川剑阁经济开
发区

剑阁剑州国有投
资有限公司

专项
债券

5000 2021.5.1 5000 100% 0

剑阁县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新建及

改造项目

城镇污
水垃圾
处理

剑阁县住建局
剑阁剑州国有投

资有限公司
专项
债券

3000 2021.12 3000 100% 0

下寺镇高铁新区
棚户区组团改造

项目

棚户区
改造

剑阁县住房保障
中心

剑阁剑州国有投
资有限公司

专项
债券

2500 2021.11 2500 100% 0

四川省剑阁职业
高级中学校产教
融合建设项目

职业教
育

剑阁县教育局
四川省剑阁职业

高级中学校
专项
债券

5000 2021.1 5000 100% 0

剑阁县剑门关镇
政府专职消防救

援站项目

自然灾
害防治
体系建

设

剑阁县消防救援
大队

剑阁县消防救援
大队

一般
债券

200 2021.11.4 200 100% 0

剑阁县小型水库
维修养护及安装
安全监测设施项

目

水利 剑阁县水利局
剑阁县水利水电

事务中心
一般
债券

2017 2021.6 2017 100% 0

剑阁县清江河壅
水工程右岸堤防

治理工程
水利 剑阁县水利局

剑阁县清江河壅
水工程事务中心

一般债券 300 2021.5 300 100% 0

绵阳至苍溪及绵
广高速公路县级
征地拆迁项目

收费公
路

剑阁县交通局
绵阳至苍溪高速
公路项目剑阁段
建设协调指挥部

一般债券 8883 2021 8883 100% 0



附件43

2021年剑阁县对下级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分地区决算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备注：本表无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