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大学2019年收支预算总表 
表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53,599.30 一般公共服务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53,233.00 公共安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66.30 教育 124,562.03

事业收入 41,790.00 科学技术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文化体育与传媒

上级补助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 1,800.0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医疗卫生

其他收入 9,133.70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其他支出 366.30

本年收入合计 104,523.00 本年支出合计 126,728.33

上年结余（转） 36,972.33 结转下年 14,767.00

动用事业基金

收入总计 141,495.33 支出总计 141,495.33



长江大学2019年收入预算总表 

表二 单位：万元

收      入 

项    目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53,599.3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53,233.0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66.30

事业收入 41,790.0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9,133.70

本年收入合计 104,523.00

上年结余（转） 36,972.33

动用事业基金

收入总计 141,495.33



长江大学2019年支出预算总表
表三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合  计

其    中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合  计 126,728.33 87,672.61 39,055.72

205 教育支出 124,562.03 85,872.61 38,689.42

　20502 　普通教育 124,562.03 85,872.61 38,689.42

　　2050205　　高等教育 124,562.03 85,872.61 38,689.4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00.00 1,8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00.00 1,80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1,800.00 1,800.0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366.30 366.30

　23204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366.30 366.30

　　2320498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366.30 366.30



长江大学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四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53,599.30一般公共服务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53,233.00公共安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66.30教育 69,205.33
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其他支出 366.30

本年收入合计 53,599.30 本年支出合计 69,571.63
上年结余（转） 15,972.33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69,571.63 支出总计 69,571.63



长江大学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表五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合  计

其    中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69,205.33 43,546.00 25,659.33

205 教育支出 69,205.33 43,546.00 25,659.33

　20502 　普通教育 69,205.33 43,546.00 25,659.33

　　2050205　　高等教育 69,205.33 43,546.00 25,659.33



长江大学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六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

预算数

其  中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合计 43,546.00 41,046.00 2,5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9,485.00 39,485.00

　30101 　基本工资 13,858.00 13,858.00

　30102 　津贴补贴 3,057.00 3,057.00

　30107 　绩效工资 20,640.00 20,64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1,000.00 1,00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930.00 93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00.00 2,500.00

　30213 　维修（护）费 1,000.00 1,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0 1,5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61.00 1,561.00

　30301 　离休费 148.00 148.00

　30302 　退休费 1,092.00 1,092.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1.00 321.00



长江大学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七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合  计

其  中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366.30 366.30

232 债务付息支出 366.30 366.30

　23204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366.30 366.30

　　2320498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366.30 366.30



长江大学2019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表八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合    计 2.00

因公出国（境）

公务接待费 2.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长江大学2019年财政专项支出预算表

表九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注：长江大学无财政专项支出。



长江大学2019年专项转移支付分市县表

表十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注：长江大学无专项转移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