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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部门预算 

 

一、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概况 

1、部门主要职责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省民政厅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全

省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和管理工作，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用

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接受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业务指导和省民政厅、省财政厅业务监督管理，执行《彩票机构

会计制度》和《湖北省彩票机构财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2、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 2018 年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部门预算单位包括：

省福彩中心本级和 17 个市州管理站、70 个县市管理分站。 

二、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部门预算表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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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1  一般公共服务  
              

-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  
  公共安全  

              

-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  
49,901  教育  

              

-    

 事业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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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  医疗卫生   

 其他收入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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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支出  49,901 

 本年收入合计   49,901  本年支出合计   49,901 

 上年结余（转）    结转下年    

 动用事业基金      

 收入总计  49,901  支出总计    49,901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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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1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49,901 

 事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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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收入合计    

 上年结余（转）                              -    

 动用事业基金                              -    

 收入总计                        4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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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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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1 8,321 41,580 
       

-    

       

-    

       

-    

229 其他支出 49,901 8,321 41,580 
       

-    

       

-    

       

-    

  08 

彩票发行

销售机构

业务费安

排的支出 

49,901 8,321 41,580 
       

-    

       

-    

       

-    

    

2290804 

福利彩票

销售机构

的业务费

支出 

49,901 8,321 41,580 
       

-    

       

-    

       

-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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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1  一般公共服务  
                

-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公共安全  

                

-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 
49,901  教育  

                

-    

     其他支出  49,901 

本年收入合计  49,901 本年支出合计   49,901 

上年结余（转）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49,901  支出总计  4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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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表五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其中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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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七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其  中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49,901 8,321 41,580 

229 其他支出 49,901 8,321 41,580 

  08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

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49,901 8,321 4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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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804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

的业务费支出 
49,901 8,321 41,580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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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因公出国（境）费 - 

公务接待费 36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00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0 

      公务用车购置费                               -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财政专项支出预算表 

表九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无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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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专项转移支付分市县表 

表十   单位：万元 

地区 
预算数 

XX 项目 XX项目 …… 

合计  无此项目   无此项目    

说明：2018 年我单位公共预算、财政专项、专项转移支付无

预算，故表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表六《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表》、表九《财政专项支出预算表》、表十《专项转移支付

分市县表》为零。 

三、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8 年省福彩中心收入总预算 49,901 万元，全部纳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2017 年收入总预算 47,818 万元，2018 年收入

预算较 2017 年增长 4.35%，主要原因是随着我省福利彩票销量

的增长，按规定提取的业务费收入也相应增加。 

2018 年省福彩中心支出总预算 49,901 万元，其中：其他支

出 49,901 万元。2017 年省福彩中心支出总预算 46,818 万元，同

比增加 6.58%，主要原因是加大对福彩公益品牌宣传、促销活

动的投入，加大对投注站点形象建设投入，加强基础建设和

规范管理，筹集更多福彩公益金。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9,901 万元，“列入 229 类



 

 9 

08 款 04 项”，主要用于全省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业务费用支出。 

3、“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8 年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336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300 万元，因公出国费用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36

万元，比 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 350 万元（公出国费用 0 万

元，公务接待费 5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0 万元）减少

14 万元，压缩 4%，减少主要原因是加强了车辆和公务接待管理，

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要求全省福彩系统各部门、各市州管理

站减少车辆和接待，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力争在 2017 年基础上

压缩 4%预算开支。 

4、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18 年预算安排全省福彩系统日常公用经费 1,726 万元，具

体包含：办公费 100 万元、水电费 120 万元、邮电费 8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0 万元、差旅费 210 万元、维修（护）费

45 万元、会议费 72 万元、福利费 88 万元、公务接待费 36 万元、

工会经费 160 万元、取暖费 130 万元、印刷费 40 万元、咨询费 5

万元、手续费 10 万元、委托业务费 30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300 万元。较 2017 年 1,660 万元增加 66 万元，增幅 3.97%，主要

原因是省、市、县三级福彩机构人员增加，相应的机构运行

经费略增。 

5、政府采购计划情况的说明 

2018 年预算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6,840 万元，其中日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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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费 101 万元、项目经费 6,739 万元，同比 2017 年政府采

购预算 6,406 万元增加 434 万元，增长 6.77%，主要是按照应

编尽编、应采尽采的原则，达到要求按规定将所有采购的项

目经费均列入政府采购指标，规范全省福彩系统采购行为，

规范采购经费管理。 

四、名词解释 

（一）事业收入：指财政部门核拨给彩票机构用于开展

彩票发行销售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的业务收入。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彩票机构从主管部门取得的非

财政专户核拨资金收入。 

（三）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彩票机构附属独立核算单

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四）经营收入：指彩票机构在彩票发行销售业务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收入。 

（五）其他收入：指彩票机构除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六）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指彩票机构滚存的财政

专户核拨资金结转资金，包括基本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

转。 

（七）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指彩票机构滚存的财政

专户核拨资金项目支出结余资金。 

（八）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转：指彩票机构除事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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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以外的各项资金收入与其相关支出相抵后剩余滚存的、须

按规定用途使用的结转资金。 

（九）待分配事业结余：指彩票机构一定期间除财政专

户核拨资金收入（事业收支）、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专项收

支和经营收支以外的其他各项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十）事业基金：指彩票机构拥有的非限定用途的净资

产，主要为非财政专户核拨资金结余分配后滚存的金额。 

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