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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机构和职能机构和职能机构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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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局局局 201820182018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机构和职能机构和职能机构和职能

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为加强国家储备的统筹规划，构建统一的国家物资

储备体系，强化中央储备粮棉的监督管理，提升国家储备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将国家粮食局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物资收储、轮换和管理，管理国家粮食、

棉花和食糖储备等职责，以及民政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

部门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

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管理。

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储备总体发展规划和品种目录，组

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收储、轮换、管理，统一负

责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业储备

以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粮食流通行业管理

和中央储备粮棉行政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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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局局局201201201888年年年

部门预算部门预算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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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局局局 201820182018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总体情况总体情况总体情况

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18 年部门预算总体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54776.97

万元，包括：原国家粮食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2632.62 万

元，其中：本年收入 33601.29 万元，上年结转 9031.33 万元。

原国家物资储备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12144.35 万元，其

中：本年收入 347583.89 万元，上年结转 264560.46 万元。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81185.18 万元，包括：原国

家粮食局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3601.29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12778.69 万元（含人员经费 10250.46 万元、公用经费

2528.23 万元）；项目支出 20822.6 万元。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本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47583.8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2607.52 万元（含人员经费 125560.58 万元、公用经费

27046.94 万元）；项目支出 194976.37 万元。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2402.47

万元，包括：原国家粮食局 352.84 万元，原国家物资储备局

2049.63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也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三）总收支预算。部门总收入 841593.8 万元，包括：原

国家粮食局总收入 105124.01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90967.23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300 万元，上年结转 138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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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总收入 736469.79 万元，其中：本年

收入 469137.01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770.79 万元，

上年结转 264561.99 万元。

部门总支出 807752.61 万元，包括：原国家粮食局总支出

71282.8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2211.37 万元、项目支出

28971.45 万元。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总支出 736469.79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274187.98 万元、项目支出 461986.67 万元。

以上预算收支，将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在预算执行中依法

依规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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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度部门预算

（一）财政拨款收支总表、说明

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42632.62 万

元。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33601.29 万元、上年结转 9031.33

万元；支出包括：外交支出 14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9060.6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58.6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57.13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8316.18 万元。

原原原国家粮食局国家粮食局国家粮食局 201820182018年年年度度度部门预算部门预算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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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33601.29万元,比2017年执行数减少2555.14万元，下降7.07%。

主要是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拨款，2018 年不

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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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结构情况

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33601.29 万元中，外交（类）支出 140 万元，占 0.42%；科学

技术（类）支出 7572.56 万元，占 22.5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支出 4108.69 万元，占 12.23%；住房保障（类）支出 955 万元，

占 2.84%；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 20825.04 万元，占 61.98%。

3.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外交（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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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算数为 14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140 万元。主

要是 2018 年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新增“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国东盟粮食产业合作机制研究等项目预算支出。

（2）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2018

年预算数为 4852.56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67.38 万元，

下降 1.37%。

（3）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2018 年预算数为 32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1966 万元，

下降 86%。主要是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拨款，2018 年不再安排。

（4）科学技术（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

（项）2018 年预算数为 174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50

万元，下降 2.79%。

（5）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款）其他科学技术（项）

2018 年预算数为 20 万元，与 2017 年执行数持平。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

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18 年预算数为 3419.73 万元，

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905.41 万元，下降 20.93%。主要是 2017

年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标准一次性补发了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离

退休人员补贴。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

业单位离退休（项）2018 年预算数为 47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

数减少 16.35 万元，下降 25.81%。主要是 2017 年按照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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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标准一次性补发了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离退休人员补贴。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离

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2018 年预算数为 641.96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110.64 万元，下降 14.7%。2017 年按照国家统一

规定标准一次性补发了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在职人员津贴补

贴。

（9）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2018

年预算数为 49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80 万元，增长

19.51%。主要是 2018 年符合国家房改政策规定应发放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人数增加。

（10）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提租补贴（项）2018

年预算数为 84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1 万元，增长 1.19%。

（11）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购房补贴（项）2018

年预算数为 38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229 万元，增长

151.66%。主要是 2018 年符合国家房改政策规定应发放购房补

贴的职工人数增加。

（12）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2018 年预算数为 2376.24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52.45

万元，增长 2.26%。

（13）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

（项）2018 年预算数为 2598.07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5.81 万元，下降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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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机关服务（项）

2018 年预算数为 118.92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38.51 万

元，下降 24.46%。主要是 2017 年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标准一次性

补发了局机关服务中心退休人员补贴。

（15）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粮食财务与审

计支出（项）2018 年预算数为 204.6 万元，与 2017 年执行数持

平。

（16）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粮食信息统计

（项）2018 年预算数为 318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100

万元，增长 3.15%。

（17）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粮食专项业务

活动（项）2018 年预算数为 10871.93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

减少 638.86 万元，下降 5.55%。主要是 2018 年粮食监管体系建

设等项目支出减少。

（18）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事业运行（项）

2018 年预算数为 407.28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241.37

万元，增长 145.48%。主要是 2018 年下属有关事业单位支出增

加。

（19）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其他粮油事务

支出 2018 年预算数为 978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240 万

元，下降 19.7%。主要是 2018 年基本建设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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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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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2778.69 万

元，其中：

人员经费 10250.4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

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

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

生活补助、奖励金等。

公用经费 2528.2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

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

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

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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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说明

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数 352.84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94.84 万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4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8 万元。均与 2017

年预算数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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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说明

原国家粮食局2018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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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收支总表、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原国家粮食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

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支出包括：外交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等。原国家粮食

局 2018 年收支总预算 105124.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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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收入总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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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收入预算 79662.69 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 13856.78 万元，占 13.18%；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3601.29 万元，占 31.96%；事业收入 52733.44 万元，占 51.16%；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97 万元，占 0.19%；其他收入 4435.5 万元，

占 4.22%；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300 万元，占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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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支出总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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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粮食局 2018 年支出预算 71282.82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42211.37 万元，占 59.22%；项目支出 28971.45 万元，

占 55.71%；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00 万元，占 0.14%。



24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2018 年原国家粮食局本级、离退休干部

办公室等 2 家行政单位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军粮供应服务中心

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379.93万元，比2017年增加425

万元，增长 44.51%。主要是调整预算内部结构，按照统一规定

增加基本支出、减少项目支出。

2.政府采购情况。2018 年原国家粮食局各单位政府采购预

算总额 13205.9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762.83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3897.05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5546.1 万

元。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至 2017 年 6 月 1 日，原国家

粮食局各单位共有车辆 29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5 辆、

一般公务用车 24 辆。暂无一般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和其他用车。

2018 年部门预算中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

备 7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1 台（套）。

4.预算绩效情况。2018 年原国家粮食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项目均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0822.6

万元；纳入绩效评价试点的项目 2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68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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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国家物资储备局部门预算

（一）财政拨款收支总表、说明

原国 家 物 资 储 备 局 2018 年 财 政 拨 款 收 支 总 预 算

612144.35 万元。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无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47583.89 万元、

上年结转 264560.46 万元。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199.51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99.10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1554.1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0445.75 万元，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 592345.84 万元。

原原原国家国家国家物资储备物资储备物资储备局局局 201820182018年年年度度度部门预算部门预算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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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说明

原国家物资储备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支出

347583.89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44819.46 万元，下降

11.4%。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190 万元，比 2017 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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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9.51 万元，增长 5.3%，主要原因是：2017 年部分培训资金

结转至本年执行。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以

下各项 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合计数为 7507.71 万元，比 2017

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减少 175.67 万元，下降 2.3%，主要原因：

一次性支出减少。其中：

（1）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18 年财政拨款

预算数为 3187.71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247.11 万元，

下降 7.2%，主要原因：2017 年执行数中包含补发以前年度的

离退休人员规范津贴补贴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2）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

为 106.12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21.05 万元，下降

16.6%，主要原因：2017 年执行数中包含补发以前年度的规范

津贴补贴。

（3）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18 年财政拨

款预算数为 3825.88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92.49 万元，

增长 2.5%，主要原因：2017 年个别单位所在地社保机构推迟

收取社保缴款。

（4）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项）2018 年财政拨

款预算数为 388 万元，与 2017 年执行数一致。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15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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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1554.15 万元，主要原因是：根

据行政单位人员医疗保险改革进展，2018 年安排了京外行政

单位人员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以下各项 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合计数为 1043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10128.8 万元，增长 3362.8%，主要原因：2018 年将京外行政

事业单位人员住房改革支出预算实行归口管理，按照标准增

加拨款。其中：

（1）住房公积金（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5535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5322.06 万元，增长 2499.3%，

主要原因：2018 年实行归口管理后增加预算拨款。

（2）提租补贴（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35 万元，

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0.51 万元，增长 1.5%，主要原因：2017

年执行中出现零星结转。

（3）购房补贴（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4860 万

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4806.23 万元，增长 8938.5%，主

要原因：2018 年实行归口管理后增加预算拨款。

5.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类）物资事务（款）以下各项 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合计数为 327902.03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

减少 56336.25 万元，下降 14.7%，主要原因：2018 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安排的储备仓库建设类项目支出预算拨款减少。

扣除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外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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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2018 年年初预算数为 153892.03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

数减少 7881.64 万元，下降 4.9%，主要原因：2017 年支出数

中包括补发以前年度规范津贴补贴资金和财政部一次性安排

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其中：

（1）行政运行（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23996.23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增加 22594.69 万元，增长 1612.1%，

主要原因：2018 年对京外行政单位经费预算科目进行了规范,

增加行政运行(项)科目经费,同时减少事业运行(项目)科目

经费。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32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117.77 万元，下降 26.9%，

主要原因：2018 年安排的办公用房租赁项目比上年减少。

（3）机关服务（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19.96

万元，与 2017 年执行数一致。

（4）铁路专用线（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3540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53.41 万元，下降 1.5%，主要原

因是：按财政部要求调整预算。

（5）护库武警和民兵支出（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

为 4615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225.22 万元，下降 4.7%，

主要原因是：按财政部要求调整预算。

（6）仓库建设（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为 1740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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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48143.63 万元，下降 21.7%，主要

原因：2017 年执行数中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历年安排的储备

仓库建设类项目支出，2018 年相关项目预算规模减小。

扣除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后，2018 年财

政拨款预算数为 0 万元，与 2017 年执行数持平。

（7）仓库安防（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为 7170.07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660.13 万元，下降 8.4%。主要

原因：一次性项目支出预算拨款减少。

（8）事业运行（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109215.77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29656.05 万元，下降 21.4%，主

要原因：一是 2018 年对京外行政单位经费预算科目进行了规

范, 减少事业运行(项目)科目经费,同时增加行政运行(项)

科目经费增加；二是 2017 年执行数中包括补发以前年度的规

范津贴补贴。

（9）其他物资事务支出（项）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5015 万元，比 2017 年执行数减少 74.73 万元，下降 1.5% ，

主要原因：按财政部要求调整预算。

扣除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外，2017 年

年初预算数为 5015 万元，比 2017 年财政拨款执行数增加

236.25 万元，增长 4.9%，主要原因：2017 年灾害修复项目由

于细化批复时间较晚，对应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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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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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物资储备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52607.52 万元，为 236 个预算单位、约 2.62 万在职及离退

休人员（截至 2017 年底）相关支出的合计数。

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 125560.58 万元，主要包括：退

休费、基本工资、津贴补贴、住房公积金、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离休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其他社

会保障缴费、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日常公用经费 27046.94 万元，主要包括：取暖费、维修（护）

费、差旅费、电费、其他交通费用、福利费、劳务费、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原国家物资储备局结合部门实际，要求所属预算单位提

高“三公”经费预算约束力，规范和控制了 2017 年“三公”经

费支出。2018 年，国家物资储备部门 236 个预算单位由财政拨

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2049.63 万元（平均每个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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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00 万元（平均每个预

算单位 0.42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194.08 万元（平

均每个预算单位 5.06 万元）、公务接待费 755.55 万元（平均

每个预算单位 3.20 万元）。以上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比 2017 年预算数减少 104.73 万元，主要是公务接待费减少。

2017 年“三公”经费执行数与 2017 年预算数持平。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数与 2017 年预算数一致。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数比 2017 年预算数增加

28.60 万元。主要原因是：辽宁和新疆储备物资管理局对于已经

达到报废年限、确实无法继续使用的一般公务用车进行了更新，

公务用车购置费增长。

3.公务接待费预算数比 2017 年预算数减少 133.33 万元。

主要原因是：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支出，各单位主动压缩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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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说明

原国家物资储备局 2018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也没有

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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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收支总表、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所有收入和支

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18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736469.79

万元。

本年收入 469137.01 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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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83.89 万元，事业收入 111385.16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 142.62 万元，其他收入 10025.34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

收支差额 2770.79 万元，上年结转 264561.99 万元。

本年支出 736469.79 万元，包括：教育支出 199.51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623.1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554.1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8411.73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708681.3 万元。

年末无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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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收入总表、说明

原国家物资储备局 2018 年收入预算 736469.79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47583.89 万元，占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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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收入 111385.16 万元，占 15.1%；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42.62 万元，占 0.02%；其他收入 10025.34 万元，占 1.4%；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770.79 万元，占 0.4%；上年结转

264561.99 万元，占 35.9%。



40

（八）部门支出总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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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物资储备局 2018 年支出预算 736469.79 万元，其

中：1.基本支出 274187.98 万元，占 54.2%(其中：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1.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0.2%，住房保障

支出 2.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96.2%)；2.项目支出 461986.67

万元，占 62.7%(其中：教育支出 0.03%，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2.70%)；3.上缴上级支出 76.26 万元，占 0.02%；4.事业单

位经营支出 153 万元，占 0.01%；5.对下级补助支出 76.26

万元，占 0.01%。

（九）关于 2018 年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本级，各

储备物资管理局、办事处本级共 27 个行政单位，2018 年机关

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5515.52 万元（平均每个单位 204.28

万元），较 2017 年预算增加 6.09 万元，增长 0.1%，基本上

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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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原国家物资储备局各单位 2018 年

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361621.7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11829.2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324578.67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 25213.75 万元。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截至 2017 年 6 月 1 日，

国家物资储备部门 236 个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245 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 527 辆，特种技术用车 43 辆、其他用车 675 辆

（特种技术用车、其他用车主要是消防车、叉车、火炸药运

输车等业务用车）；单价 50 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 257 台

（套）、单价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专用设备 405 台（套），主

要是储备仓库大型吊机、安全监控设备和成品油储罐等。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57 辆，主要是消防车、通勤大客车；

未安排单价 50 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购置预算，安排购置单

价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专用设备 1 套，为广东储备物资管理局

七三三处按当地铁路部门要求，购置机车头一部，用于收储

物资运输。

4.关于 2018 年预算绩效情况说明。2017 年实行绩效目标

管理的项目 536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5570.37 万元；

纳入以部门为主体的重点绩效评价试点的项目 8 个，涉及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 2298.39 万元。2018 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

项目 566 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94976.37 万元；纳入

绩效评价试点的项目41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74792.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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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三三三部分部分部分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44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包括按规定动用的售房

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

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

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

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

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外交（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出（项） ：

指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用于外交方面的支出。

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和物资储备局局局 201820182018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http://wiki.mbalib.com/wiki/%3A2B%25%25%15%3E+
http://wiki.mbalib.com/wiki/%3AE8%5B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6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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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指为保证相关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原国家物资储备局对内部工

作人员进行培训的支出。

九、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指国家粮食局科学

研究院在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成果上，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

或目标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工作的支出。

（一）机构运行（项）：指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的基本

支出。

（二）社会公益研究（项）：指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从

事粮食、农业、科学等社会公益专项科研方面的支出。

十、科学技术（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

（项）：指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用于完善粮食科技条件的专

项支出等。

十一、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

技术支出（项）：指原国家粮食局用于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

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十二、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指原国家粮食局和原国家物资储备局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

休方面的支出。

（一）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国家粮食局

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国家物资储备局离退休干部处统一管理的

局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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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原国家粮食局和原国家

物资储备局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

（三）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指国家粮食局离退休

干部办公室、国家物资储备局离退休干部处为局离退休人员提

供管理服务的支出。

（四）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国家物资

储备局未实行归口管理的局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十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

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集中安排的行政

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经费。

十四、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指原国家粮

食局机关及局属有关单位和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机关及局属在京

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一）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策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

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缴存

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目前已实施近 20 年时间。行政单位

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

关工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

特殊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工作性津贴、

生活性补贴等；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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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

等。

（二）提租补贴（项）：指经国务院批准，于 2000 年开

始针对在京中央单位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提高发放的补贴，中央

在京单位按照在编职工人数和离退休人数以及相应职级的补贴

标准确定，人均月补贴 90 元。

（三）购房补贴（项）：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

的规定，从 1998 年下半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入比超过 4

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

贴资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

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从 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企业

根据本单位情况自行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

机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2005〕8 号）规定

的标准执行，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

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十五、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类）粮油事务（款）：指原国

家粮食局用于粮油事务方面的支出。

（一）行政运行（项）：指原国家粮食局行政单位（包括

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原国家粮食局行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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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

其他项目支出。

（三）机关服务（项）：指国家粮食局机关服务中心的支

出。

（四）粮食财务与审计支出（项）：指原国家粮食局为开

展有关业务而发生的财务与审计支出。

（五）粮食信息统计（项）：指原国家粮食局为宏观调控

需要而用于粮食信息统计、社会调查等方面的支出。

（六）粮食专项业务活动（项）：指原国家粮食局开展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制度研究等专项业务活动的支出。

（七）事业运行（项）：指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的基

本支出。

（八）其他粮油事务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

用于粮油事务方面的支出。

十六、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类）物资事务（款）：指国

家物资储备部门用于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行必须的基本

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

（一）行政运行（项）：指原国家物资储备局本级、各

储备物资管理局及办事处本级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

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各行政单位开展课

题研究、租赁办公用房等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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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关服务（项）：指国家物资储备局机关服务中

心为机关提供文件印制、办公楼日常维修维护等后勤保障服

务的支出。

（四）铁路专用线（项）：指各储备仓库用于维护、保

养铁路专用线的支出。

（五）护库武警和民兵支出（项）：指各储备仓库用于

为驻库武警部队提供执勤设施、生活保障等发生的支出。

（六）仓库建设（项）：指各储备仓库实施安全改造、

改扩建工程等基本建设活动的支出。

（七）仓库安防（项）：指各储备仓库用于购买安防、

消防设备设施，实施维修改造等的支出。

（八）事业运行（项）：指各储备仓库、港口办事处、

研究所、设计院等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

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九）其他物资事务支出（项）：指各储备仓库用于运

行维护、水毁地震灾害修复和处置突发事件演练等项目的支

出。

十七、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

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

使用的资金。

十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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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上缴上级支出：指实行收入上缴办法的事业单位

按照规定的定额或比例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二十一、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二十二、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指对所属单位补助发生

的支出。

二十三、政府性基金：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或纳入基金

预算、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二十四、“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

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

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支出。

二十五、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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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

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

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