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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概况

-、 主要职责

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是主管婚姻登记工作的职能部门,

主要职责:

1、 受理城区 (石岐区、东区、西区、南区、火炬开发

区、五桂山办事处)国 内居民婚姻登记和全市涉外婚姻登记

业务 .

2、 受理各镇居民选择到本中心申请的国内婚姻登记业

务 (不包括补领登记 )。

3、 补发婚姻证.

4、 撤销受胁迫的婚姻 .

5、 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婚俗 .

6、 指导各镇婚姻登记业务.

7、 建立和管理婚姻登记档案。
●,

8、 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机构设置

(一 )本部门内设 2个股室,分别是 :

1、 办公室

负责文秘、人力资源管理、档案、财务管理、信访、后



勤管理、工会工作等。

2、 业务股

负责婚姻登记业务考核、培训、处理群众投诉、督导婚

姻登记员依法登记、指导各镇婚姻登记业务.

(二 )人员构成情况

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为中山市民政局管理的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正科级。事业编制数 16名 ,实有在职人员 15名 ,

其中主任 1名 ,副 主任 2名 ;退休人员 2名 。



第三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 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8年 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收入预算 43798万 元,比

上年增加 11703万元,增长 3646%,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

的增长和室外物业管理费的增加;支 出预算 43798万 元,

比上年增加 11703万元,增长 3646%,主要原因是人员经

费的增长和室外物业管理费的增加.

二、 “三公
”
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⒛18年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 “三公”
经费预算安排 68

万元,与 上年保持不变。其中:因公出国 (境 )费 0⑾ 万

元,比 上年增与上年保持不变;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50

万元,与 上年保持不变;公务接待费 330万元,与 上年保

持不变.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 ,中 山市婚姻登记中心的机关运行经费功 2430

万元,比上年增加 434万元,增长 2174%,主要原因是水

电费支出的增加.其中:办公费 546万元,印刷费 050万

元,手续费 030万元,工会经费 131万元,公务接待费 33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50万元,维修 (护 )费 2l ll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31万元等 ,



四、政府采购情况

⒛18年 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安排政府采购 3651万 元,

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4ll ll万 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3251

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惰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中 山市婚姻登记中心共有车

辆 1辆 ,其中:领 导干部用 0车辆,一般公务用车 1辆 ,⒛ 18

年无预计购置或报废车辆 .

六、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按照市财政部门预算编制有关要求,中 山市市婚姻登记

中心全面推进绩效管理公开工作,纳入市财政绩效评价项目

均按要求公开.

七、其他

(一 )财税政策和规章制度

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无对外公开的财税政策和规章制

度 .

(二 )专项资金信∫电公开         、

⒛18年中山市婚姻登记中心无专项资金 .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事业收入 ,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动所

取得的收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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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营收入
”
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非本级财政拨款、

存款利息收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

“
财政拨款收入

”、 “
事业收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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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⒈。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 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

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事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

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面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厌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这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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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的支出.

十二、 “三公”
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

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三公”
经费包括因公出国 (境

)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

(境 )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 (境 )的 住宿费、旅费、

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

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

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 )支 出.     。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含参照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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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材料及一般设各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



十四、住房保障(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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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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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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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位名称 .屮 山市婚娴登记中心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表

表1

收支
`总

体情况表

申位 .万元

厶

收人 支 Hi

项 目 2018年 预箅 项 目 ⒛18午预算

- 财政拨款 137 98 一 垫本支山 294 71

般公共顶阜 137 98 二 项日支出 14‘ ?7

政府性薹金顸算 0 00 三 荸业单位经营文出 0 00

国饣资本经营预算 0 00

社会侏险基金顶算 0 00

二 财政专户拨款 U 00

三 其他资金 0 00

本午收人合计 4J亍  9B 本年支山合计 137 98

四 上级补助收
^

n oo 四 对阳肩单位补助支山 0 00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人 Ⅱ no 五 ⊥ rg÷ ⊥级艾山 0 00

六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总额 0 0o 六 结檗下午 0 00

收人总计 437 98 艾出总

"
137 98



收入
`总
体情况表

表 2

荦位'万元申位名称.屮 L0市婚娴吝iL屮 心

项 目 2018年 预算

顶算TI款 437 08

一股公丿t硕算 437 98

政府性薹佥顶算 00n

国布资本经营 ,ˉ 算∷ 0 On

祉会保险垂舍预箅 o00

工 ll政 告户拔款 O O0

教育收赍 o 00

其他财政收人拔款 o 00

二 其他资全 0 00

辜业收人 o 00

事业单位经省收人 0 00

其他收人 o 00

杰午llh人 合计 43f 98

四 ⊥级补助收入 o 00

五 附局单位上缴收人 0 00

六 用事业基佥弥补收攴总额 0 00

收人总汁 4J7 98

巧



支出总体情况表

表 3

荦位.万元艹位名9J; 中山市婚姻登记巾心

项 目 ⒛18年预算

- +t本文出 294 71

⊥资··利支自
`3J 0?

一股茼,w和服务支出 24 ‘

"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9lJ 39 39

其他资本陛支出等 o 00

工 项日支出 113 27

日带运转类△F目 143 ?7

政府购头服务类项日 0 00

萁他类项日 o no

和I技研发类项口 n oo

基本跫设类项目 0 0O

补助企荨业类项目 n no

信⒍化运维类项自 0 00

专项业务类项目 0 00

㈥公出国 (境 )项 日 0 0o

信息系统建设类项目 0 0o

三 事业单位经营支山

本午支出合计 △       13了  98

四 对ll属艹位补助艾出 o 00

五  匚缴 |级支出 O O0

六 结转下年 0 00

支出总计 137 98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表 d

申位名称 .屮 山市婚娴夸lL屮 心 荦位;万元

收人 文 出

顼 目 2018年预算 项 目 2018午预算

— —
般公丿1预算 亻37 98 — —

股公i「 预算 437 98

二 政府性墓全顶算 0 00 二 政府性纂佥顶箅 0 0o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0 00 三 国自资本经营预算 0 0O

四 祉会保险基全预算 0 0o 四 社会保险基佥顶算 o 00

本午收人合汁 437 98 本年支山合计 137 98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按功能分类科目)

单位名Tlt;中 山市嫣姻茔记中心

表 5

申位 .万元

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2O18年预算

小计 基本支出 项 目支出

合计 437 93 294 了1 143 9F

208 祉会保障和就业支亡H 121 i1 273 47 143 2F

20802 民玫管挫喜务 5F 51 ( no 57 51

208O299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山 局7 51 n oo 局7 51

2(805 行政。-业单位离退休 4F 9[ 47 9冫 0 00

2o8o5o2 事业单位离讵体 10 11 10 11 0 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墓本芥老保险缴费交山 27 n( ⒓7 n( n oo

2080506 机关事业申位职业午夺缴赀支出 l0 81 10 8( 0 0O

:n81o 社会 。o利 316 a 2Jo 5; 8·, 76

2n81on5 社会福利事业棠位 316 J] 230 5∶ 85 7t

221 住房侬障支出 16 2| 16 2| 0 01

22102 住房改草支山 16 ∶!| 16 21 n Oc

?210203 购房补贴 16 2 16 2| 0 0C



表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中位名称 .屮 山

"i婚

nll脊记屮心 中位.万元

政府预算支山经济分类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日 ⒛18午预算

奋

"
294 71

[501∶ 机关工。【福利支 Hi [301]工资福利支出 o 00

50101I资 奖佥泮朴贴 1Ⅱ 1· i芸本⊥资 n no

Ⅱ101]I资奖金津补贴 L1● l02∶ 津贴补贴 0 00

Ⅱl0l]T资奖余津补贴 |3n”Ⅱ奖佥 n nn

∶5nln2刂 祉会倮障缴夤 ["112∶ 其他社会倮|“缴赍 0 00

Ⅱ10"住房公积舍 13n :住 房公积全 n no

,t1991其他⊥资福利:支 出 [30l06∶ 伙食补ll贵 0 00

[502]机关商品利服务支出 [302]商 品剃服务支出 0 0o

[ho2nl]办公经费 l|020∶ 办公费 0 00

|5n∶ n 办公经费 [302O2∶ 印刚费 n (o

[驷
·n1]办公经赀 ∶)OLO-子续贽 o n·

∶5nⅡ J办公 。k贾 「30⒛0水费 n (o

ⅡⅡ2nl办公绐贵 [30⒛ 6∶ 电舆 o no

·0⒛ 1]办公经放 ∶30⒛I邮 电毋 0 00

阝n2nlj办 公经费 「‘020Ⅱ 物业管理费 n oo

Ⅱ⒛1]办公经费 [30211∶ 差旅贲 0 00

5nJOlj办 公经费 [J”2⒋ 徂赁费 0 00

50⒛ 办公
/.费

「Ⅱ卫8⊥会经费 o 00

"⒛
l]办公经毋 [Ⅱ夕盯福利费 00"

∶5020 办公经费 iJ0小叫共他交逦费用 ′         0 00

「
"?U2∶

会议费 ∶ao21尼 ]会议贲 0 00

[Ⅱ⒛3∶ 礻训赀 an21闸 培训贲 0 00

,n2nlj咨询费 0 0o

[Ⅱ⒛5∶ 委托业务费 30夕 0l劳 务夤 0 0o

Ⅱn2nⅡ 委托业务费 氵02Ⅱ 委托业务费 n no

5n2n6J公务接侍费 1J021厂 公务接行贵 0 00

s0’ 07]㈥ 公H国 (境 )i,/用 [JO212∶ 曰公出回 (境 )费用 o 00

∶5020sj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n23辶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贵 o 00

|"⒛ 91维 修 Ⅱ护)夤 1Ⅱ 21△ 维修 (l● )费 0 00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郗门预算支H经济科 臼 20lB年 顶算

[|02qⅡ 91lLi商 晶不Π服务艾出
"Ⅱ

●∶∫r他茼品和服务支山 0 00

[503)机关资本性支出 〈-) [310l资本性支山 0 00

5nln6J设 备购置 31002]办 公设备购督 n oo

[№闷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01]t资福利文出 231 02

ⅡⅡ11I资 福利文出 ⒈|nn 基本⊥资 90 23

驷ⅡlJT资 ,· 利支山 [Ⅱ 】0'津贴补m. :1 6n

|Ⅱ5nr工资洎利支H 「|||3奖全 O 00

[加加 l∶ T资福利支山 [30l0Ι 锁效T资 44 79

[5● hl∶ ⊥资福利支出
「
^·

108∶ 机夫事业亭位泰本养老保险
姘 莎

2f O1

|5050l]工资福利文出 ∷:00Ⅱ 职业年佥 ln 8|

sOhOlj I资 丽利攴妇 3n△ 2〗 萁他衬会保障缴费 961

ⅡⅡ1]T资 福利支山 :U11jl住房公积金 16 98

5n,nj⊥资福利攴出 ∶Ⅱ19rl其 他T资福利支出 n no

[50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O2]商 ●。.和月渌务支出 24 30

「ⅡⅡ2]苘 湿|和服务支出 |302nⅡ 办公夤 5 16

[局 o弓 n2∶ 商品和服务攴出 [3Ⅱ 02∶ r卩 刷贲 0 50

「ⅡⅡ2=荫 品和服务文出 1ll2n⒋ 手续夤 030

「ⅡⅡ2∶ 苘品和服务支出 iⅡ ,lr嘟 电夤 o ln

[加 502∶ 商品和服务支山 [Ⅱ卫8∶ △会经贸 l{|l

1Ⅱ 502∶ 商品禾Π

"艮

务支出 [30,’ 9∶ 福利费 3 O2

[50弓 02∶ 商品和服务支山 [30⒛ 3∶ 脊询赀 o 50

丨ⅡⅡ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i委托业务费 lO0

㈧ Ⅱ2∶ 苘品和服务支出 13n21亍 公务接待费 {|{;(|

[ⅡⅡ2∶ 商品和服务支山 [Jt"l∶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贲 3 弓0

「,OiO2∶ 商|甲 |和服务支出 [30213//E修 〈护)费 △         ⒓ oo

[50Ⅱ 2∶ 商品和服务支山 「3U,t9∶ 其他茼{Rl和服务支出 331

[509]别 个人利家庭的补助 [30钔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 39

15n9nⅡ 社会福利和救●J [· O30-抚恤金 on(

[5o9n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30ll5生活补助 ()|n

L5n9nj社会 h· 利 l「 淑助 [驷ⅡⅡ医疗贵补助 1 42

∶5n9n]社会福利不Π救助 「°O30Ⅱ 噢励金 7 9●

Ⅱ●0,J离退休费 「3nⅡ 11离休夤 0 0o

Ⅱ㈨51离退休费 「30lt臼 退休夤 7 01

5Ocq9]萁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Ⅱ⒛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  93



表T

一般公共预算项 目支出情况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

申位名称.屮  「婿娴各lL屮 心 烹位 .万元

政府预算支山经济分类 部门预算文出经济科日 2O18午预算

合 汁 143 29

[501]机关I资福利支出 [201]T资福利支出 · ·Ⅱ

ii· 9Ⅱ ,1他 ⊥资福利艾山 丨Ⅱ uⅡ 伙食补助费 00(

["199∶ 宾他I资棺利:支 出 [lO1● 9∶ 哀他工资谄利支出 00Ⅱ

[50荭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山 [30刃商品和服务支出 00(

「502011办 公经赀 ["2· l∶ 办公赀 · 0(

「:U2Cl]办 公经赀 13n20△ 印刷·f 00(

∶50⒛ 办公经夤 [30⒛4手乓夤 00(

bD:Ol]办 公经赀 ∶30」 0,∶ 水贽 00(

Ⅱ⒛11办公绐贵 [302● 61电 荧 o0(

sti⒛ l]办公经费 [Ⅱ20I]邮 电赀 00(

sn2nl]办 公经费 30⒛●J物业管理伏 00t

∶5V2V闸 办公/t夤
i‘ 0冱 ll差旅费 00r

5n2nl]办 公经赀 ∶
"Ⅱ

Ⅱ租赁赍 o01

⒌Ⅱ lj办 公经费 「
^0,jˇ

∶共他交逼费用 00r

"⒛
2会 议羡 「‘·⒓13i会 议夤 · 0(

∶.r,C31埒

"费
[30216]培

"赀
0· (

50LO5∶ 委托业务费 |"20Ⅱ ζ询费 00(

[50205∶ 委托业务贲 [lO226∶ 芳务赀 0· (

L,n2DⅡ 公务接待费 13● 21Ⅱ 公务疾倚贲 uo(

1ⅡⅡ 8∶ 公务目车运行维护费 13n2J∶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n1

[Ⅱ⒛9∶ 维修 〈护)贲 [:n213∶ 维修 (护 )费 0 0C

L5n如 9∶ JL他 Fd品 Tf服务支山 ∷JQ四Ⅱ共他商品和服务文出 0 00

[503]机关资本性支出 (-) [slO]赘本性支出 o 0O

Ⅱj0l房屋建筑物购建 〗lun11滂屋追筑t|购建 0 00

5nJn9J公 务用车lJ置 ;· Jj公 务用车购霄 00(

50a0b设备购置 Ⅰn02j办公设备购瞢 D0(

150306J设各购贯 1氵 l00:]专Ⅲ设备购置 00[

「,O300∶ 设斋购置 ⒈
"●

”t∶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叠更新 00(

1,0Ⅱ Ι大犁修缮 [31Ⅱ0人型修缉 n ni

「j1● 9旷 共他赉本性支出 00〔

[m5]对摹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⒛2]商 品和服务支山 !39 29



政府顶算支出经济分类 部门预算支山经济科日 ⒛18年顸算

∶5Ⅱ Ⅱ:商 晶不Π‖艮务支出 1^n2Ⅱ Ⅱ办公费 ∶l |(

iⅡ ,U`l荫 ,t|和服务支出 1|Ⅱ n2j印 刷责 6 00

[Ⅱ ,n△ 苘。,和服务支山 「jU⒛i水 r̄ 150

lⅡ5n2商 晶和服务支出 [Ⅱ 206∶ 电费 53n

[· um2∶ 向p· 和服务文山 |· o,u● 邮电费 1 00

[sⅡ 02∶ 商品和服务攴山 「30⒛ 9∶ W/J业 管理夤 j2 51

150Ⅱ2商品和服务丈出 [3o2n∶ 租赁费 F4 ∫b

[505O2]茴 品和服务支山 「30⒓ 13维修 ‘护)费 0 50

|50502商 品和服务支出 30’ q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山 6 00

[⑽㈤对事业葶位资本性补助 [310l资本性支出 4 00

5OFOl]资本隍支山 ( ) ]l00刃 办公设备购置 1 00

[50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⒛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0o

[5n90]祉会福利Tn救助 [ⅡⅡ7]医疗荧补助 0 0C

「ⅡtqⅡ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nⅡ 9J共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oⅡ

备注:由手财政部从2018午起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2016z017年*编列项 H支 出经济分类

科自预算 冈此2016年、20r午本表为空表。

0,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经费及
“三公

”
经费预算表

荦位名称 .中 山市婚姻登记中`0

90,

表 8

申位:万元

各拄 ;

l 行政经费包括: Ⅱ)基本攴出 一是包括工资 津贴及奖金 医疗费 隹房补贴等 (不包括离iE休支出`包括离
退休人员管理机拘的在职人负支出)基本支山;I足包桁办公及印刷费 水电费 "阝 电费 取暖费 交逦费 差旅
夤 会汊费 稿利费 物亚管理赘 日常维修赀 专用材料费 一股购冒伏等公用经赀文出 (2)一股行政管理项
固文出 具体包抒山日费 招待费 会汉贵 办公用房维修租赁 购置费 (包括设各、计算机 车辆等) 干郜培
讪费 执法郗门办案赀 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等
⊥述菲行政单位不纳人统计范囿

⒓ “三公
”
经费包谄㈥公出国 (境 )经费 公务同车购簟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共中.因公出国 (境 )经费

指 di言行政荤位 事业单位T作人员公务出国 (境 )的住宿费 差旅费 伙食补助费 杂费 培训夤等支出,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荧指市直行政申位 荨业单位公务用车购叠贲 公务用车租用费 燃焖蛩 维修费 过桥过黯
费 保险费等文出;公务接待费指市直行政单位 霰业单位铵规定开丈的各类公务镤待 (外宾接待)蒉用

项 日 ⒛18午预算

行政给贸 0 00

“
三公

”
经赀 6 80

共中: (-)因 公出国 (境 )支出 0 00

(工 )公务用车「|置及运行维护攴出 : 50

l 公务用车购置 o 00

2 公务用饣运行维护费 J 5·

(=)公务接行费支山 3 30



表9

⒛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中 山市婚姻登记中心 单位.万元

科 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2018年预算

’
l`计 辜本支 Hi 项目支出

合   计 000 000 000

备注:巾 山市婚姻登记屮心⒛18年庾无政府性基全预算支出



表 lO

⒛18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荦位名称 I屮 山

"j婚

姻脊记中心 单位 .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资金使用荦

位 )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

款
火他资全

合 计
一股公共

顶算

政府性蒸金

顸算

口有资杰经

营预算

社会保睑基

舍预算

[301]T资 福利支出 231 02 231 02 231 02 0 00 O 00 0 O0 0 0o 0 00

[30⒓ ]商品和服务艾出 24 30 24 30 24 30 0 00 O 00 0 00 0 00 0 00

[|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39 a9 |9 J9 99 39 0 00 ● 00 o On o 00 o 0O

合 计 291 71 291 71 291 71 o 00 o 00 o 00 0 O0 0 0o



⒛18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及其他支出预算表

申位名称:中 市婚姻鳌ld屮 心

0,

∶吉乏11

单位 ;万亢

攴出T「 目类别 (资金

使用单位 )
总祠

ll政狻款
财政专户携

款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股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全
l^算

国有资本经

甘顸算

社会保险基

金顸算

购证赍 7 00 7()0 7 00

" 00
0 00 0 00 o0n o 0o

婚姻登记管堙费 18 00 18 O0 18 On 0 00 o 0o o 00 0 00 0 00

物业管理赀 {;2 51 32 51 32 51 o 0V 0 00 0 0o 0 00 0 00

水电费 7 0o 7 O0 7 O0 0 00 0 00 0 00 0 0O o 00

行政事业单位办公

用房
74 76 74 76 74 f0 0 0V 0 0O 0 0o 0 00 0 00

预留办公设各购霁
经费

1 00 1 00 4 00 o 00 ()Ⅱ)() |)· o 0 00 o 00

合计 113 2氵 113 27 143 27 o 00 0 0V 0 0o 0 0o o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