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财预 〔2011〕 7号

漯河市财政局
关于批复 ⒛ 11年 部门预算的通知

=
了

…

…

…

…

f筚 犭 弘 哆 伊 r芗
中

2011年 市级财政收支预算 已经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
准。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预算法》和 《中华人 民共和 国预算
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现 批复你部 门预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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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阝门预算的核定
1、 收入核定
根据 2011年 部 门预 算编制原则和 口径 ,核 定你部 门 2011
年度收入预算 四)`砰 万元 9其 中:往 年结余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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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项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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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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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出核定

按 照部 门预算收支平衡 的原则 核定你部 门 2011年 度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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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J其 中:基 本支 出 ;7fΨ · 万元 ,项 目支
出预算 犭
早
l'万 元。基本支出中事业单位失业保险费以工资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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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核定。 日常公用 经 费按编制数和定额标准核定 ,其 中编 制
预算时暂没有下达新编制的 ,按 老编制数核定 ;已 下达新编制
的,按 新编制数核定 ;已 明确合并的单位 ,日 常公用经费按合
·
并后的单位编制数核定。财政拨款安排普通 中小学 生均公用 经
费按 《关于下达河南省普通 中小学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及 国拨 生
均公用经费指导性预 算定额的通知》(豫 教计字[1995]144号 豫
财行[1995]62号 )规 定的国拨 生均公用经费最高标准核定。
根据市政府《关于规 范我市社会化管理工勤人员管理办法的
会议纪要 》(漯 政纪[2010]62号 )议 定事项 ,对 原社会化管理 工
勤人员 (即 新补充工勤人员 )从 2010年 10月 1日 起 ,按 照市
直单位核定 的工勤人员编制 ,重 新审定办理入编手续 。按 照国
家工资政策 ,比 照同等级 、同条件人员重新确定市直机关社会
化管理 工勤人员工资。鉴于 目前

有部分原社会化管理工 勤人

你部 门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

严格按批复 的部 门预算,于 市财政局批复之 日起 15日 内批复到
所属单位 ,不 得棚架 、截 留和调整。批复后 ,要 将批复文件及
附表于 4月 ⒛ 日前报市财政局 主管业务科 室和预算科各案 。如
不按时上报各案 ,将 考虑暂缓拨付 预算资金。
二 、部门预算 的执行
部 门预算批复后,在 收入方面 ,有 组织收入任务 的部 门要按
照政策规定 ,加 大征收力度 ,积 极 组织各项收入 ,做 到应收尽
收。确保 收入任 务完成 /应 上 缴 国库或财政专户的收八 ,应 及
'留
时、足额上缴 ,不 得截 和 坐支。在支 出方面 ,各 部 门要严格

按 照部 门预算核定的支 出项 目和支付形式执行 ,不 得随意变动

;

预算科 目之间也不得 随意调整 。部 门预算资金的拨付按有关资
金拨 付管理 办法执行。需要说 明的是 ,由 于各单位年 终一次性

奖金 (财 政全供事业单位预编绩效工资属于预 留经费 ,尤 其是
目前实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的具体办法还未 出台,具 体标准还
未确定 ,因 此 ,部 门预算批复后 ,年 终 一次性奖金、财政全供
事业单位预编绩效工资暂不予拨付 ,待 人事、组织部 门审批、
财政部 门审核后据实拨付。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
专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安排 的支出
项 目,要 结合相关收入进度拨付。年度终 了,所 有预算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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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 政府采购的项 目,各 部 门要将详 田采购计划及 时报市
财政局政府采购科 ,实 行政府采购。
三、部门预算的调整
部 门预算批复后 ,财 政拨款安排的项 目支出工般不作调整

,

如项 目支出不 需执行或有结余 的,则 由财政平衡预算。
其他各项收入及其 安排 的支 出项 目因政策原 因、客观情况
发 生变化确 需调整收支预算、预 算科 目的 ,由 预算单位提 出 申
请 ,主 管部 门签章 同意后 ,报 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按规定程序
审`核 、报批 ,调 整部 门预 算。未 经批准 ,不 得擅 自调整。年度
终 了前一天 ,预 算应调整完毕。年度终 了,对 未 经批准调整预
算的超收收入平衡财政预 算 ;对 因收入不足不能执行的支 出

,

作 自动调减预算处理。
专项收入、行政事 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超 收部分 ,由 预
',按
算单位依据下列规定提 出用款计戈刂 程序批准后调整部 门预

'

算

:

1、

实行列收列支管理及经政府批准不调控的收费项 目,超

收部分全额安排单位支出。
2、

专项性收费 ,超 收部分按 10%安 排单位支出。
1

3、

其他收费 :财 政全供单位 ,超 收部分首先安排单位收费

成本和上划支出,其 余部分按 70%安 排单位支出;财 政定补单

费成本和上划支出,其 余部分按 ⒛ %安 排单位支 出。
`4、

有特殊政策规定的 ,按 特殊政策执行。

四、其他事项及要求
1、

树 立节俭意识 ,注 重 绩效 管珲 ,努 力提 高资全使 用效益

随着全球经济态势的 日趋 回暖 ,我 市财政形势虽逐步 向好

,

财力增加较多 ,但 可用财力的增长有限,同 时财力支 出需求增
加较 多,尤 其是政策性支 出较多。根据全省财政 工作会议精神

,

⒛ 11年 国家和省出台了提高城 乡居民医疗财政 负担标准 、提 高
城 乡居 民低保和基本公 共 卫 生服务标准 ,中 职 免学费 、`高 中实
施助学金等 18项 增支政策 ,这 些增支政策的出台,需 市级财政
增加大量配套 资金。同时事 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和提高县 区津
补贴政策的落实 ,也 需要市财政投入 大量财力。市委、市政府
重点工作更需要市财政资金给 予保障。因此 ,⒛ 11年 市财政收
支矛盾依然非 常突出。鉴于此 ,仍 需各部 门、各单位继续树 立
ˉ
过紧 日子的思想 ,精 打 细 算 ,勤 俭办事 ,严 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
和临时预算 ,尽 力整合资金 ,发 挥资金 的集合效 益 ,加 强对 资
金的绩效管理 ,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主管部 门要加强对所属单
位 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指 导所属单位执行好部 门预算 ,使 用好
各项资金。财政部 门要努力增收 ,并 加强对资金的监 管和 跟踪
问效 ,实 现开源与节流并 重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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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并举 ,确 保部 门预 算

况及 时支 出,尽 早发挥资金效 益 ,防 止突击花钱现象 ,`实 现
出序时均衡化和金额均衡化 1原 则上 9部 门预算安排的项 目
出要在 2011年 11月 底前全部执行完毕。
3、

及早准各 ,积 极做好 ⒛ 彡 年项 目预 算收集工作

为了科学编制 2012年 项 目预算 ,.各 单位要在认真执行 2011
·
年部 门预算的同时 ,积 极收集 2012年 项 目预算 ,做 好项 目预算
的测算和绩效评估 工作 ,为 提 高 ⒛12年 部 门预算编制质量打好
′
基础。 ` `
附表 :市 级部 门预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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