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1

佛山市级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调整前预算

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情况 备注 项目
调整前预算

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情况 备注

一、市级税收收入    1,477,879        -       1,477,879 一、公共财政预算转移性支出      284,614        -         284,614 

  （一）市级集中的税收收入    1,295,404         -        1,295,404   （一）上解支出      132,189         -         132,189 

  （二）市级税收地方收入基数      182,475         -          182,475   （二）补助区支出      152,425         -         152,425 

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      335,372        -         335,372 二、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956,669        -       2,956,669 

三、转移性收入    1,427,354        -       1,427,354 三、新增项目支出          -       94,323        94,323 
新增项目支出94,323万
元，详见附表3。

  （一）返还性收入      160,633         -          160,633 四、收回单位项目支出          -      -95,051       -95,051 
其中：全市重大项目资金
收回14,965万元，详见附
表4。

  （二）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768         -            9,768 

  （三）省专项补助收入        3,300         -            3,300 

  （四）区上解收入      199,653      20,000        219,653 
南海区上解2020年缓解体
制上解资金2亿元。

  （五）调入资金    1,054,000     -20,000      1,034,000 

四、动用预算稳定调节金        2,785        -           2,785 

             合计    3,243,390        -       3,243,390              合计    3,241,283       -728     3,240,556 

             结余        2,107        728         2,834 

若今年年度终了时出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收情况
时，将按上级政策规定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并
在2022年预算中统筹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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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佛山市级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调整前预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情况 备注 项目
调整前预算

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情
况

备注

一、市级基金预算非税收入        897,220    -162,500      734,720 一、基金预算支出   2,762,931        -     2,762,931 

  （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98         -             98   （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          -            -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827,500    -162,500      665,000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2,693,688        -      2,693,688 

  （三）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4,690         -          4,690   （三）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4,655        -          4,655 

  （四）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2,532         -          2,532   （四）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2,490        -          2,490 

  （五）港口建设费            700         -            700   （五）港口建设费         398        -            398 

  （六）车辆通行费         59,300         -         59,300   （六）车辆通行费      59,300        -         59,300 

  （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2,400         -          2,400   （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2,400        -          2,400 

二、转移性收入      3,085,493     226,935    3,312,428 二、债券资金安排支出     654,388    481,800   1,136,188 

  （一）全市重大建设项目资金上解      2,412,073    -334,865    2,077,209   （一）再融资债券资金安排支出     194,388    361,800      556,188 

  （二）各区上缴重大项目计提“两金”收入         19,032         -         19,032   （二）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支出     460,000    120,000      580,000 

  （三）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194,388     361,800      556,188 

1、省下达我市2021年第二批再融资债券额度
448,900万元，其中分配市级361,800万元（省下达
市本级2021年第二批再融资债券资金安排支出项目
原举债主体为部分区，年度终了前拟通过转账方式
将有关债务支出转列相关区。其中：禅城区12.28
亿元、南海区8.7亿元、顺德区15.2亿元）、南海
87,100万元。
2、省下达我市第一批再融资债券溢价发行部分
1100.56万元，其中分配南海区574.65万元、顺德
区306.35万元、高明区219.56万元。

三、新增项目支出         -      266,510     266,510 

  （四）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460,000     120,000      580,000 
省下达我市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47亿元，其
中分配市级12亿元、禅城23亿元、南海75亿元、顺
德31亿元、高明3亿元、三水3亿元。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      266,510      266,510 详见附表3。

  （五）区上解收入            -        80,000       80,000 
高明区土储周转资金3亿元、南海区应解未解资金2
亿元、顺德区应解未解资金3亿元。

四、收回单位项目支出         -     -337,925    -337,925 

三、应缴省计提“两金”收入省级分成部分        -19,032         -        -19,032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     -337,925     -337,925 
其中：全市重大建设项目资金
收回31.99亿元，详见附表4。

四、将国土出让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4,000      20,000   -1,034,000 
五、再融资债券和新增专项债券腾出资
金

   -426,300   -326,500    -752,800 

五、动用国土出让金净结余         82,200         -         82,200 

           合计      2,991,881      84,435    3,076,317                   合计   2,991,019     83,885   3,074,904 

                  结余         862        550       1,412 

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98        -             98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385        550          935 

三、福利彩票公益金收入          35        -             35 

四、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          42        -             42 

五、港口建设费         302        -            302 

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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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次预算调整新增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合计 3,608,333,853.53 

一、一般公共预算小计 943,231,187.53 

1
佛山市农业农村局（佛山市乡

村振兴局）
驻镇帮镇扶村 447,000,000.00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安排驻镇帮镇扶村资金4.47亿元。

2 佛山传媒集团 传媒发展专项资金 100,000,000.00 为促进我市传媒领域高质量发展，安排专项资金1亿元。

3 南海区财政局 招商引资专项资金 91,550,010.65 为加大对南海区招商引资支持力度，安排招商引资专项资金9155万元。

4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佛山市“四好农村路”市级

补助资金
74,874,300.00 

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安排2021年佛山市“四好农村路”
市级补助资金7487.43万元。

5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经

费
58,525,600.00 

为办好2021年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向全国高端人才展示佛山近悦远来的创新创业环境，
进一步提升佛山的核心竞争力，安排2021年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经费5852.56万元。

6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发电企业财政补贴专项资金 44,300,000.00 
为鼓励我市省调、地方发电企业多发电、满发电，有效缓解我市错峰压力，安排发电企业财政
补贴专项资金4430万元。

7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佛山市知识产权资助专项资金 39,788,903.38 
为推动佛山市专利高质量发展，促进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安排佛山市知识产权资助专
项资金3978.89万元。

8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共同缔造”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

整治配套专项经费
34,500,000.00 

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安排“共同缔造”城乡人居环境建
设和整治配套专项经费3450万元。

9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1年佛山市全球招商大会暨世界

湾区经济论坛活动经费
11,980,000.00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1+1+9”工作部署，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构建珠江口东西两岸协同发展新格局，推动佛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安排2021年佛山市全球招商大会暨世界湾区经济论坛活动经费1198万元。

10
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发电企业银行贷款贴息专项资金 10,350,000.00 

为应对目前发电企业因严重亏损，各银行贷款意愿大幅下降问题，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建议安
排发电企业银行贷款贴息专项资金1035万元。

11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成果转移转化资助 9,040,000.00 
为推进科技成果在佛山市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佛山市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加快建设面向全
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安排成果转移转化资助904万元。

12 佛山市气象局
佛山市高明区X波段双极化相控阵天

气雷达
3,700,000.00 

为提升佛山市应对天气灾害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满足佛山市重大社会、经济活动
精准气象保障服务需求，安排佛山市高明区X波段双极化相控阵天气雷达项目3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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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次预算调整新增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3 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佛山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一

期）项目配套环境建设经费
3,557,000.00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新城建”试点建设工作，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建设任务，安排佛山市城市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一期）项目配套环境建设经费355.7万元。

14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城市体检工作专项经费 3,500,000.0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体检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建
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改革任务要求，精准查找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短板与不足，及时提出有
针对性对策和建议，推动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市，安排2021年城市体检工作专项经费350
万元。

15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引入轨

道交通专项规划
2,400,000.00 

为支撑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航站区地下空间与轨道交通工程一体化建设工作，推进实现
高度融合的“零距离换乘”空铁联运，安排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引入轨道交通专项规划
240万元。

16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提

升工作技术咨询服务专项经费
1,540,000.00 

为全方位、成体系的推动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提升工作，建立我市专用道建设管理
长效机制，促使我市专用道建设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促进我市慢行交通良性发展，安排
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建设提升工作技术咨询服务专项经费154万元。

17 佛山市气象局
佛山新机场临时气象观测站设备维

修及运维经费
1,268,500.00 

为全力做好佛山新机场临时气象观测站运维保障，确保气象观测稳定可靠，安排佛山新机场临
时气象观测站设备维修及运维经费126.85万元。

18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科技创新平台专题资金 1,200,000.00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安排科技创新平台专题资金
120万元。

19 佛山市机关招待所 办公大楼（场地）运行维护费 1,156,800.00 
为进一步盘活政府旧物业，提高政府资产使用效益，安排办公大楼（场地）运行维护费项目经
费115.68万元。

20 佛山市医疗保障局
2021年市属大、中专学生参加居民

医疗保险市级补助资金
802,073.50 

为保障我市大、中专学生参加居民医疗保险，安排2021年市属大、中专学生参加居民医疗保险
市级补助资金80.21万元。

21 佛山市演艺中心 佛山大剧院委托运营管理经费 750,000.00 
为做好佛山大剧院品牌经营，进一步培育我市高雅艺术市场，安排佛山大剧院委托运营管理经
费75万元。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海事局
提升夜间游船项目安全监管和应急

保障工作经费
750,000.00 

为扎实有效推进“东平水道-潭州水道夜间游船”项目的有序开展，提升夜间游船应急保障和
搜救能力，提升夜间游船项目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工作经费75万元。

23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 390,000.00 根据我市人代会开会工作实际需要，安排佛山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39万元。

24 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项目 158,000.00 
为全面开展我市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灾保障机制，增强
广大农民群众的综合抗灾能力，安排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项目1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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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次预算调整新增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25 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上”企业培育奖励扶持资金 150,000.00 

为促进我市小微企业升级为“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资质以内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鼓励、引导和支持小微
企业做大做强，增加我市“四上”企业数量，提升整体经济质量和水平，安排“四上”企业培
育奖励扶持资金1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小计 2,665,102,666.00 

26 佛山机场建设工作办公室
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高压输

电线路迁改项目
800,000,000.00 

为加快推进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前期工作，安排珠三角枢纽（广州
新）机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项目资金8亿元。

27 财政性专项资金 储备土地专项资金 700,000,000.00 根据今年储备土地收储实际需要，安排专项资金7亿元。

28 佛山机场建设工作办公室 佛山新机场专项建设资金 500,000,000.00 
为加快推进佛山新机场建设工作，拟安排佛山新机场专项建设资金5亿元，其中：2亿元用于增
资机场公司，3亿元用于机场项目建设。

29 佛山机场建设工作办公室 佛山新机场大道一期工程项目 200,000,000.00 为加快推进机场大道前期工作，安排佛山新机场大道一期工程项目资金2亿元。

30 佛山市教育局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基础设施五年提

升行动计划专项经费
186,229,066.00 

为全面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科学谋划全市教育发展新格局，不断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安排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基础设施五年提升行动计划专项经费1.86亿元。

31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丹灶铁路货场项目补助资金 131,700,000.00 为加快丹灶铁路货场二期项目供地和建设工作，安排丹灶铁路货场项目补助资金1.32亿元。

32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佛山植物园建设项目 78,000,000.00 
为保证佛山植物园建设的顺利进行，尽早把佛山植物园建设成我市的生态新名片和绿色新地
标，安排佛山植物园建设项目7800万元。

33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新校区（北院）建设工程项目 57,673,300.00 
为加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新校区（北院）建设工程建设进度，安排新校区（北院）建设工程项
目5767.33万元。

34 财政性专项资金 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6,000,300.00 
为做好下半年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工作，拟安排政府债务还本付息600.03万元，由政府债务还本
付息主体顺德区执行。

35 佛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原干部家属区部分政府旧物业修缮

改造项目
5,500,000.00 

为进一步盘活政府旧物业，提高政府资产使用效益，安排原干部家属区部分政府旧物业修缮改
造项目经费5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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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次预算调整全市重大建设项目收回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合计 -3,348,646,700.00 

一、一般公共预算合计 -149,645,000.00 

（一）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建设办公室（香港理工大学佛山研究院）小计 -86,400,000.00 

1
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建设办公室（香
港理工大学佛山研究院）

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建设项目 -86,400,000.00 

（二）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小计 -48,550,000.00 

2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 三龙湾专项建设经费 -48,550,000.00 

（三）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小计 -7,795,000.00 

3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佛山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服务 -7,795,000.00 

（四）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小计 -6,900,000.00 

4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市级交通重点项目工作经费 -6,900,000.00 

二、政府性基金合计 -3,199,001,700.00 

（一）佛山机场建设工作办公室小计 -2,000,000.00 

5 佛山机场建设工作办公室 佛山新机场专项建设资金 -2,000,000.00 

（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小计 -1,160,591,700.00 

6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专项资金（广州市轨道交通
7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段项目）

-844,099,700.00 

7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珠海至肇庆高铁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 -230,000,000.00 

8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 -86,492,000.00 

（三）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小计 -1,757,610,000.00 

9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市季华路西延线工程 -400,000,000.00 

10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南海区同心桥改造工程（含海北沿江路） -297,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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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次预算调整全市重大建设项目收回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1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广佛新干线快速路工程 -233,000,000.00 

12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一环西拓项目 -28,110,000.00 

13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市塘西大道三期及其南延线工程 -129,360,000.00 

14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市禅西大道南延线工程（樵乐路至佛山一环段） -170,740,000.00 

15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云勇公路工程 -127,000,000.00 

16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一环西拓旧路改造和景观提升工程 -114,020,000.00 

17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西二环高速公路桃园路互通立交工程 -100,000,000.00 

18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三水中心城区对接佛山西站项目（广云路-兴业路高
快速化改造）

-40,000,000.00 

19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金石大道西延线项目 -26,330,000.00 

20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广明高速公路金白互通立交改造工程 -10,000,000.00 

21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弘德北路北延线（禅港路至罗务路） -10,000,000.00 

22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沉香沙大桥 -10,000,000.00 

23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文华路南延线工程 -10,000,000.00 

24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龙高路整体提升改造工程 -10,000,000.00 

25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东平河跨江慢行系统工程 -10,000,000.00 

26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西海大桥扩建项目 -10,000,000.00 

27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荷杨大道大岗臂隧道和龙涛湾公路工程 -9,000,000.00 

28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文昌路西延线工程 -7,850,000.00 

29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碧桂路北延线项目 -5,000,000.00 

（四）季华实验室小计 -1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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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次预算调整全市重大建设项目收回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注

30 季华实验室 季华实验室运行经费 -150,000,000.00 

（五）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建设办公室（香港理工大学佛山研究院）小计 -62,100,000.00 

31
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建设办公室（香
港理工大学佛山研究院）

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建设项目 -62,100,000.00 

（六）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小计 -66,700,000.00 

32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 佛陈路及相连道路综合工程 -45,100,000.00 

33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 三龙湾片区重要门户节点提升项目 -11,600,000.00 

34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 龙舟广场码头及配套建设 -5,200,000.00 

35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 展馆及其设施提升经费 -4,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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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佛山市级2021年第二批再融资债券和新增专项债项目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合计                    481,800 

再融资债券项目小计                    361,800 

1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                     144,600 

2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                     217,200 

新增专项债项目小计                    120,000 

3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                     100,000 

4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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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佛山市级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调整前预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情况 项目 调整前预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情况

一、利润收入      21,175.88            -        21,175.88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15,091.33            -        15,091.33 

二、清算收入            -              -              -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500.00            -           500.00 

三、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800.93      -4,640.00       1,160.93 三、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85.16            -           785.16 

四、上年净结余         560.00            -           560.00 

收入合计     27,536.81     -4,640.00     22,896.81 支出合计     16,376.49           -       16,376.49 

当年结余     11,160.32     -4,640.00      6,5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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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一、预算总收入 2,428,117    169,787  2,597,904 

 （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514,227    143,422    657,649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      137,675    137,675 

 1.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102,300     22,276    124,576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办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衔接业务的
通知》（佛社保函〔2020〕6 号）
3.《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保费收入调增8,242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5,510万元,按照人数约1,600人，人均缴费基数11,958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
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2,732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8,242万元。
（2）利息收入调增463万元。由于财政补贴到位等原因导致资金量增大导致利息收入增加等原因 ，预计调增利息收入463万元。
（3）转移收入调增1,944万元。由于军人转移清理，军人转移收入2021年大幅度增加，按照1-8月的转移收入情况，预计需调增转移收入1,944
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81万元。一方面经市政府核准破产企业债权收入约54万元纳入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核算在其他收入；另一方面，跨年待遇追回
按照1-8月的情况预测全年约27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收入81万元。
（5）上级补助收入调增11,546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8399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3,147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11,546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       19,788     19,788 

（1）保费收入调增8,242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5,510万元,按照人数约1,600人，人均缴费基数11,958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
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2,732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8,242万元。跨年待遇追回按照1-8月的情况预测全年约27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
收入81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11,546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8,399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3,147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11,546万元。

 2.禅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92,237     10,320    102,557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办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衔接业务的
通知》（佛社保函〔2020〕6 号）
3.《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保费收入调增4,978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2,730万元，按照人数约796人，人均缴费基数11,908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
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2,991万元。三是，根据1-8月非省属单位的征缴收入情况，预计全年保费收入较年初预算少743万元。合计调增保
费收入4,978万元，
（2）利息收入调减80万元。2021年需先使用存量资金中的清退个账结余额发放养老待遇 ，存量资金减少,造成了利息收入减少,根据1-8月的利
息收入额调减。
（3）转移收入调增921万元。省清数筑墙行动，根据粤社保函〔2021〕282号部署，全面开展转移清理，目前转移收入均为2016年后至今机改
人员转移金额。预计调增转移收入921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6万元，为跨年待遇追回款。按照1-8月的情况预测全年约6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收入6万元。
（5）上级补助收入调增4,49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3,087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1,408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4,495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       10,216     10,216 

（1）保费收入调增5,721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2,730万元，按照人数约796人，人均缴费基数11,908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
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2,991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5,721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4,49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3,087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1,408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4,4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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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3.南海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114,493     14,742    129,235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办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衔接业务的
通知》（佛社保函〔2020〕6 号）
3.《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保费收入调增6,812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3,390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1,000人，缴费基数为14,125.00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
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3,422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6,812万元。
（2）转移收入调增1,981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收入情况(1-8月累计转移收入1,597万元），预计全年转移收入约1,997万元，需调增转移收
入1,981万元。
（3）上级补助收入调增5,94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2,688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3,261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5,949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       12,761     12,761 

（1）保费收入调增6,812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3,390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1,000人，缴费基数为14,125.00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
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3,422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6,812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5,94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2,688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3,261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5,949万元。

 4.顺德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129,275     12,648    141,923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办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衔接业务的
通知》（佛社保函〔2020〕6 号）
3.《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保费收入调增4,698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约1,801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552人，人均缴费基数约11,327元/月预测。二是，补缴准备期内省属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费2,897万。其中，单位保费约2,069万元，个人保费约828万元。
（2）转移收入调增5,230万元。按照2021年1-8月累计数3498.37万元测算月平均数，预测全年数转移收入约5248万元，需调增转移收入5,230
万元
（3）其他收入调增12万元。为跨年待遇追回款，按照2021年1-8月累计数约10万元测算月平均数，预测全年数约15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收22
万元。
（4）上级补助收调增2,708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省
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2,059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
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649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2,708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        7,406      7,406 

（1）保费收入调增4,698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约1801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552人，人均缴费基数约11,327元/月预测。二是，补缴准备期内省属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费2,897万。其中，单位保费约2,069万元，个人保费月828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2,708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2,059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649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2,708万元。

 5.高明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29,004     29,084     58,088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办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衔接业务的
通知》（佛社保函〔2020〕6 号）
3.《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保费收入调增19,23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5,630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1,732人，人均缴费基数约11，287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
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13,609万元。
（2）利息收入调增20万元。按照1-8月的利息收入情况，预计全年利息收入约556万元，故需调增20万元。
（3）转移收入调增800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收入情况预测全年需调增转移收入800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14万元。 跨年待遇追回按照1-8月的情况预测全年约14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收入14万元。
（5）上级补助收入调增9,011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2,796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6,215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9,011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28,250     28,250 

（1）保费收入调增19,23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5,630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1,732人，人均缴费基数约11,287元/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
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13,609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9,011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2,796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6,215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9,0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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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6.三水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     46,918     54,352    101,270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办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衔接业务的
通知》（佛社保函〔2020〕6 号）
3.《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保费收入调增37,41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10,739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3,239人，人均缴费基数约11,513/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
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26,680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37,419万元。
（2）财政补贴收入调减6,599万元。由于镇街财政资金问题，预计本年度镇街缴入的机关养老统筹缺口补助减少 6,599万元。
（3）转移收入调增1,682万元。2021年1-8月的转移收入1,881万元，预计9-12月每月转入约100万元，全年预计1,981万元转移收入，故需调增
转移收入1,682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15万元。跨年待遇追回按照1-8月的情况预测全年16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收入15万元。
（5）上级补助收入调增21,83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9,655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12,180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21,835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收入     59,254     59,254 

（1）保费收入调增37,41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保费收入10,739万元,按照全年省属非驻穗参保人数3,239人，人均缴费基数约11,513/月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
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保费收入26,680万元。合计调增保费收入37,419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调增21,83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拨付的
省属非驻穗单位支出所需款项核算在上级补助收入中，按照2021年需向省申请拨款资金额调增该项目收入9,655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
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级补助收入12,180万元。合计调增上级补助收入21,835万元。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130,753        289    131,042 

 其中：1.市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405        843      1,248 

1.《关于规范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市级管理待遇发放工作的通
知》（粤社保函〔2020〕512号）
2.《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调整管理模式相关财务工作安排的通
知》
3.《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上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市级管理前结余资金的
通知》
4.《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申请2021年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财政
补贴市级负担部分剩余补贴资金的函
》

（1）利息收入调增732万元。主要是由于2021年1月起城乡养老实行市级集中收入，各区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陆续销户，资金归集到市
级，导致市级资金量增大，利息收入较预期大。
（2）转移收入调增111万元。市级集中收付后，无法对城乡居民养老转移收入进行分区核算，只能核算在市本级，根据1-8月的转移收入情况预
测全年转移收入111万元。

       2.禅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10,259        -16     10,243 

（1）个人缴费收入调增170万元。按照1-8月城乡养老缴费情况以及一次性补缴情况，预测全年保费收入预计增加170万元。
（2）利息收入调增27万元。由于2021年1月起城乡养老实行市级集中收入，区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陆续销户完成，根据实际利息收入调
增27万元。
（3）转移收入调减3万元。市级集中收付后，无法对城乡居民养老转移收入进行分区核算，只能核算在市本级，故调减禅城区转移收入3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33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跨年追回待遇，根据1-8月业务追收情况，预计调增其他收入33万元。
（5）财政补贴收入调减243万元。一是，根据与市财政清算2020年市级财政补贴情况以及今年市财政应补贴情况综合，全年需拨付市级财政补
贴（个人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补贴）合计约554万元，需调减市级财政补贴收入78万元。二是，调减区级财政补贴收入165万元，由于增加享受
待遇人员的人数减少，财政应补贴人员减少，故需调减去级财政补助收入165万元。

       3.南海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43,926        579     44,505 

（1）个人缴费收入调增987万元。按照1-8月城乡养老缴费情况以及一次性补缴情况，预测全年保费收入预计增加987万元。
（2）利息收入调减93万元。由于2021年1月起城乡养老实行市级集中收入，区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陆续销户完成，根据实际利息收入调
减93万元。
（3）转移收入调减25万元。市级集中收付后，无法对城乡居民养老转移收入进行分区核算，只能核算在市本级，故调减转移收入25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39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跨年追回待遇，根据1-8月业务追收情况，预计调增其他收入33万元。
（5）财政补贴收入调减329万元。根据与市财政清算2020年市级财政补贴情况以及今年市财政应补贴情况综合 ，全年需拨付市级财政补贴（个
人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补贴）合计约2,373万元，需调减市级财政补贴收入329万元。

       4.顺德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44,465       -835     43,630 

（1）利息收入调减538万元。由于2021年1月起城乡养老实行市级集中收入，区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陆续销户完成，根据实际利息收入调
减538万元。
（2）转移收入调减6万元。市级集中收付后，无法对城乡居民养老转移收入进行分区核算，只能核算在市本级，故调减转移收入6万元。
（4）其他收入调增20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跨年追回待遇，根据1-8月业务追收情况，预计调增其他收入20万元。
（5）财政补贴收入调减311万元。根据与市财政清算2020年市级财政补贴情况以及今年市财政应补贴情况综合 ，全年需拨付市级财政补贴（个
人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补贴）合计约2,351万元，需调减市级财政补贴收入3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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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5.高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14,233       -175     14,058 

1.《关于规范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市级管理待遇发放工作的通
知》（粤社保函〔2020〕512号）
2.《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调整管理模式相关财务工作安排的通
知》
3.《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上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市级管理前结余资金的
通知》
4.《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
申请2021年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财政
补贴市级负担部分剩余补贴资金的函
》

（1）利息收入调减104万元。由于2021年1月起城乡养老实行市级集中收入，区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陆续销户完成，根据实际利息收入调
减104万元。
（2）转移收入调减1万元。市级集中收付后，无法对城乡居民养老转移收入进行分区核算，只能核算在市本级，故调减转移收入1万元。
（3）其他收入调增15万元。其他收入主要是跨年追回待遇，根据1-8月业务追收情况，预计调增其他收入15万元。
（4）财政补贴收入调减85万元。根据与市财政清算2020年市级财政补贴情况以及今年市财政应补贴情况综合，全年需拨付市级财政补贴（个人
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补贴）合计约1,026万元，需调减市级财政补贴收入85万元。

       6.三水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     17,465       -107     17,358 

（1）个人缴费收入调增130万元。按照1-8月城乡养老缴费情况以及一次性补缴情况，预测全年保费收入预计增加130万元。
（2）利息收入调减110万元。由于2021年1月起城乡养老实行市级集中收入，区收入户、支出户陆续销户完成，区财政专户也将要销户，按照1-
8月的利息收入结合财政专户销户预计利息收入，预测全年利息收入约93万元，需调减利息收入110万元。
（3）转移收入调减7万元。市级集中收付后，无法对城乡居民养老转移收入进行分区核算，只能核算在市本级，故调减转移收入7万元。
（4）财政补贴收入调减120万元。根据与市财政清算2020年市级财政补贴情况以及今年市财政应补贴情况综合 ，全年需拨付市级财政补贴（个
人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补贴）合计约1,297万元，需调减市级财政补贴收入120万元。

 （三）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含生育）  1,707,566     26,076  1,733,642 

 其中：职工  1,237,861     26,146  1,264,007 

1.《佛山市财政局关于安排新冠病毒
疫苗及接种费用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佛财社[2021]57号）
2.《佛山市医疗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
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佛山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收管理的通知》
（佛医保[2021]43号）

（1）财政补贴收入调增26,176万元。根据《佛山市财政局关于安排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佛财社〔2021〕
57号），2月6日至6月30日的疫苗及接种费用由医保基金先负担，后由财政对医保基金给予30%补助，各区财政按规定应承担的财政补助资金合
计26,176万元，用于对职工医保基金的补助。
（2）利息收入调减30万元。根据《佛山市医疗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实行市级统收管理的通知》（佛医保[2021]43号），自2021年7月15日起，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收管理，区级财政专户要求于
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账户资金清算上缴及银行账户撤销，区级财政专户利息收入预计减少30万元。

       居民    469,705        -70    469,635 

《佛山市医疗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佛山市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实行市级统收管理的通知》
（佛医保[2021]43号）

利息收入调减70万元。根据《佛山市医疗保障局 佛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实行市级统收管理的通知》（佛医保[2021]43号），自2021年7月15日起，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收管理，区级财政专户要求于2021年9
月30日前完成账户资金清算上缴及银行账户撤销，区级财政专户利息收入预计减少70万元。

 二、预算总支出  2,516,034    159,628  2,675,662 

 （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501,428    164,461    665,889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      162,868    162,868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26,999        -       2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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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1.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101,136     35,807    136,943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关于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按新办法计发待遇有关工作的通知》
3.《省属穗外单位退休补贴标准调整
工作经办指引》
4.《关于做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函》（粤社保函〔
2020〕499号）

（1）待遇支出调增29,663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10,510万元，其中包含省属单位套改补发1,870万元，按照省属非驻穗退休待遇人数700人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
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待遇支出约19,153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29,663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
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
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整体待遇支出。
（2）转移支出调增12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支出情况，预计需调增转移支出约12万元。
（3）其他支出调增68万元。为机关养老改革过渡期的事转企单位退费和跨年退费，根据1-8月的支出情况预计全年其他支出需调增68万元。
（4）上解上级支出调增6,064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5,510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
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554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6,064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       35,727     35,727 

（1）待遇支出调增29,663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10,510万元，其中包含省属单位套改补发1,870万元，按照省属非驻穗退休待遇人数700人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
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待遇支出约19,153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29,360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
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
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整体待遇支出。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6,064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5,510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
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553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6,064万元。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3,158        -        3,158 
按照会计核算要求，不再使用“待遇调整科目”，需要将待遇调整支出拆分至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
出中，整体待遇支出不变。

 2.禅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79,107     12,049     91,156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关于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按新办法计发待遇有关工作的通知》
3.《省属穗外单位退休补贴标准调整
工作经办指引》
4.《关于做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函》（粤社保函〔
2020〕499号）

（1）待遇支出调增5,163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2,287万元,按照退休人员174人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 ，调增待遇支出
2,778万元。三是，根据2021年实际的年度调资补发情况，预计待遇调整支出减少357万元,但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
不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因此基础养
老金、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调增2,500万元，待遇调整支出调减2,857万元，总体待遇支出调减357万元。四是，部分原2014年
10月1日在职的禅城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工作人员（含2014年10月1日后退休的），2021年4-6月办理了清退其个账业务，增加个账支出调增
455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5,163万元。
（2）转移支出调增22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支出情况共11万元，预计需全年支出约22万元，需调增转移支出约22万元。
（3）其他支出调增130万元。根据佛人社〔2016〕222号文件精神，对20141001至201611（201606）超出企业标准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按差额
原值予以退回以及上年末退费失败本年补退费额，合计约130万元。
（4）上解上级支出调增6,734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2730万元。二是，广东省职业技术学院轧差清算金额上解约453
万元。三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 3,551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6,734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11,799     11,799 

（1）待遇支出调增5,06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2,287万元,按照退休人员174人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 ，调增待遇支出
2,778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5,065万元。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6,734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2730万元。二是，广东省职业技术学院轧差清算金额上解约453
万元。三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 3,551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6,734元。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3,605        -        3,605 
按照会计核算要求，不再使用“待遇调整科目”，需要将待遇调整支出拆分至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
出中，整体待遇支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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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3.南海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110,292     17,002    127,294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关于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按新办法计发待遇有关工作的通知》
3.《省属穗外单位退休补贴标准调整
工作经办指引》
4.《关于做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函》（粤社保函〔
2020〕499号）

（1）待遇支出调增7,917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2,688万元,预计2021年省属非驻穗待遇参保人数为290人，人均7,721.27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
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待遇支出5,229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7,917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
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整
体待遇支出。
（2）转移支出调增45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支出情况(累计40万元），预计全年转移支出60万元，需调增该项支出45万元。
（3）其他支出调增5万元。跨年退社保费按照1-8月的情况（累计约3万元）预测全年5万元，故需要调增其他支出5万元。
（4）上解上级支出调增9,03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穗
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3,390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
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约5,645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9,035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       16,952     16,952 

（1）待遇支出调增7,917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2,688万元,预计2021年省属非驻穗待遇参保人数为290人，人均7,721.27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
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待遇支出5,229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7,917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
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整
体待遇支出。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9,03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穗
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3,390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
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约5,645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9,035万元。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5,700        -        5,700 
按照会计核算要求，不再使用“待遇调整科目”，需要将待遇调整支出拆分至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
出中，整体待遇支出不变。

 4.顺德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127,736      8,248    135,984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关于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按新办法计发待遇有关工作的通知》
3.《省属穗外单位退休补贴标准调整
工作经办指引》
4.《关于做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函》（粤社保函〔
2020〕499号）

（1）待遇支出调增6,272万元。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驻穗单
位待遇支出6,272万元。2021年度省属非驻穗单位退休人员123人，每平均养老金支付10,995.91元。预算支出总额预计6,272万元中含省属单位
的退休人员老办法待遇重核支出500万元；法院、检院准备期待遇清算支出4,150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
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
整体待遇支出。
（2）转移支出调增21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支出情况31万元，预计全年转移支出约47万元，较年初预算需调增转移支出约21万元。
（3）上解上级支出调增1,95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约1801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
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减上解上级支出约154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1,955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        8,227      8,227 

（1）待遇支出调增6,272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6,272万元。2021年度省属非驻穗单位退休人员123人，每平均养老金支付10,995.91元。预算支出总额预计6,272万元中含省
属单位的退休人员老办法待遇重核支出500万元；法院、检院准备期待遇清算支出4,150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
内），不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该调
整不影响整体待遇支出。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1,95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约1801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
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减上解上级支出约154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1,955万元。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12,649        -       12,649 
按照会计核算要求，不再使用“待遇调整科目”，需要将待遇调整支出拆分至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
出中，整体待遇支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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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5.高明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33,128     26,398     59,526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关于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按新办法计发待遇有关工作的通知》
3.《省属穗外单位退休补贴标准调整
工作经办指引》
4.《关于做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函》（粤社保函〔
2020〕499号）

（1）待遇支出调增7,970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2,613万元，按照全年预计退休人员280人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 ，调
增待遇支出5,357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7,970万元。
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
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
（2）转移支出调增3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支出情况，预计需调增转移支出约3万元。
（3）上解上级支出调增18,42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5,630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
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12，795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18,425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       26,395     26,395 

（1）待遇支出调增7,970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省属非
驻穗单位待遇支出2,613万元，按照全年预计退休人员280人预测。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 ，调
增待遇支出5,357万元。合计调增待遇支出7,970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使用“待遇调整支出”科
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18,425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5,630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
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12，795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18,425元。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706        -          706 
按照会计核算要求，不再使用“待遇调整科目”，需要将待遇调整支出拆分至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
出中，整体待遇支出不变。

 6.三水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     50,029     64,957    114,986 

1.《关于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基
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2.《关于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按新办法计发待遇有关工作的通知》
3.《省属穗外单位退休补贴标准调整
工作经办指引》
4.《关于做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函》（粤社保函〔
2020〕499号）

（1）待遇支出调增31,38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常规省
属非驻穗单位支出8,700万元，预计全年退休人数约877人。二是，省属单位调资补发342万元。三是，282人省属“中人”个账补发，人均200
元，补发50个月，个账补发总金额约282万元。四是，省属单位套改生活补贴补发约1,533万元。五是，航道局（省属单位）清算支出32万元；
六是，省属单位老办法重核补发869万元。七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 ，调增待遇支出18,631万元。
八是，三水区区属老办法重核补发1,000万。合计调增待遇支出31,389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使用“待
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整体待遇支
出。
（2）转移支出调增31万元。按照1-8月的转移支出情况（28万元），预计需调增转移支出约31万元。
（3）其他支出调增158万元，为公益三类单位差额退费。
（4）上解上级支出调增33,37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10,739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
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22,640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33,379万元。

 其中：省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       63,768     63,768 

（1）待遇支出调增31,38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需调增常规省
属非驻穗单位支出8,700万元，预计全年退休人数约877人。二是，省属单位调资补发342万元。三是，282人省属“中人”个账补发，人均200,
元，补发50个月，个账补发总金额约282万元。四是，省属单位套改生活补贴补发约1,533万元。五是，航道局（省属单位）清算支出32万元；
六是，省属单位老办法重核补发869万元。七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 ，调增待遇支出18,631万元。
八是，三水区区属老办法重核补发1,000万。合计调增待遇支出31,389万元。另外由于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包括央属机关在内），不再使用“待
遇调整支出”科目，需要将该支出科目金额拆分在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中，该调整不影响整体待遇支
出。
（2）上解上级支出调增33,379万元。一是，按照省统一安排，省属非驻穗机关事业单位收支预算纳入各地市机关养老收支预算当中 ，省属非驻
穗单位保费需上解省财政专户，并核算在“上解上级支出”，故需调增项目支出10,739万元。二是,按照省对省属非驻穗机关清算账务处理意见
以及省清算处理结果调增上解上级支出22,640万元。合计调增上解上级支出33,379万元。

      央属机关事业单位保险支出      1,181        -        1,181 
按照会计核算要求，不再使用“待遇调整科目”，需要将待遇调整支出拆分至基础养老金、退休费、过渡性养老金支出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支
出中，整体待遇支出不变。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153,351        424    15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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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其中：1.禅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12,881       -243     12,638 
基础养老金支出调减243万元。由于新增待遇领取人数小于死亡人数，导致领取待遇人数减少，且未进行2021年度调整，现1-9月基础养老金支
出约为6,111万元，需调减243万元。

       2.南海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56,863        287     57,150 
（1）转移支出调增107万元。由于城乡养老转出的人较预期多，按照1-8月的转出情况预测全年需调增转移支出107万元。
（2）丧葬抚恤金支出调增180万元。城乡养老预计死亡领取丧葬抚恤费人数较预期多，按照1-8月丧葬抚恤支出情况预测全年需调增该项支出预
算180万元。

       3.三水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     18,618        380     18,998 

1.《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
风险防控“清数”和“筑墙”行动方
案>的通知》（粤人社函〔2021〕
147）
2.《关于印发“清数行动”疑点数据
核查修正工作指引的通知》(粤社保
函〔2021〕282号）

（1）基础养老金支出调增150万元。清数筑墙信息核查后补发城乡居保养老待遇预计增加 60人，基础养老金补发约150万元。
（2）个人账户支出调增230万元。清数筑墙信息核查后，预计会多增加死亡返个账和享受城镇职工待遇返个账 700人，个账支出200万元；新增
补发待遇的60人，补发个账支出约30万元，两项合计230万元。

 （三）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含生育）支出  1,756,000        800  1,756,800     

 其中：职工  1,300,763        537  1,301,300 
大病支出调增537万元。基本医疗保险（职工）预算支出调增约537万元，为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支出调增537万元，根据2021年大病保费支付、
大病超盈利返还的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整。

       居民    455,237        263    455,500 
大病支出调增263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居民）预算支出调增约263万元，为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支出调增263万元，根据2021年大病保费支付、
大病超盈利返还的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调整。

 （四）失业保险支出    105,255     -6,057     99,198 

1.《关于开展战略性产业集群百万工
人技能培训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
2.《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延续实施稳岗扩围政策的通知》
（粤人社发〔2021〕28号）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
东省医疗保障局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阶段性减免企
业于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粤人
社发〔2020〕58号）
4.《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
险费政策实施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人社发〔2020〕122号）
5.《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失业保险调
剂金上缴计划的通知》

（1）失业保险金支出调增700万元：由于1-8月的领取失业金支出人数较预期多，预计全年的失业金领取将较预算大，且从2021年起外省户籍一
次性失业金会计核算调整，核算至失业保险金支出，预测需调增700万元。
（2）医疗补助金支出调减900万元：虽然领取失业金支出人数较预期多，但由于2021年起职工医疗保费由于费率下调导致标准下降，为失业人
员代缴医疗的人均支出下降。业务根据1-8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代缴医疗费支出情况预测全年医疗补助金支出约 7800万元，需要调减该项支出900
万元。
（3）丧葬抚恤补助支出调减150万元：按照1-8月的领取丧葬抚恤情况，领取人数较预期少，预计全年丧葬抚恤补助支出370万元，预计需调减
150万元。
（4）稳定岗位补贴支出调减6,500万元：由于2020年2月起因疫情原因出台社保费减免政策，导致2020年的企业参保保费大幅度下降。故2021
年对符合条件申领稳岗补贴企业，需支付的返还社保费金额仅为个人缴费部分（之前预测未考虑此因素），所以稳岗补贴支出大幅度下降，需
调减预算支出6,500万元。
（5）技能提升补贴支出调减3,040万元：因为省厅开展项目制培训，有部分的技能提升补贴可以用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补贴至企业 ，从失业
基金支付的技能提升补贴减少，按照1-8月的支出情况预测全年技能提升补贴支出约2000万元，预计需调减该项支出3,040万元。
（6）其他费用支出调增700万元：一是，农民工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支出调减700万元，根据1-8月的农民工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
支出情况，申领较预期少，故预计需调减该项支出700万元。二是，求职补贴支出调增1,700万元。由于领取失业金人数较预期高，同步符合领
取求职补贴的失业人员增加，求职补贴支出预计调增1,700万元。三是，临时价格补贴支出调减300万元。临时价格补贴是根据物价增长情况对
失业人员进行补助的，根据1-8月的实际支出情况，预测全年该项支出约1900万元，需要调减300万元。
（7）其他支出调增3,200万元：失业补助金支出调增3,200万元.目前1-8月失业补助金发放8,687万元，由于失业补助金政策延长至2021年12月
31日，预计需要增加预算3,200万元。
（8）上解上级支出调减约67万元：按照《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上缴计划的通知》，2021年佛山市应上缴数为934.26万元，较
年初预算调减约67万元。

 三、预算当期总结余    -87,917     10,159    -77,758 

 （一）机关养老保险当期结余     12,799    -21,039     -8,240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当期结余    -22,598       -135    -2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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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佛山市级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第二次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调整项目
调整前预

算数
增减变动
（+、-）

预计全年
情况

调整依据 备注

 （三）基本医疗保险当期结余（含生育）    -48,434     25,276    -23,158 

 其中：职工    -62,902     25,609    -37,293 

       居民     14,468       -333     14,135 

 （四）失业保险当期结余    -29,684      6,057    -23,627 

 四、预算累计总结余  2,984,131     10,159  2,994,290 

 （一）机关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489,913    -21,039    468,874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141,803       -135    141,668 

 （三）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含生育）  2,225,140     25,276  2,250,416 

 其中：职工  1,915,110     25,609  1,940,719 

       居民    310,030       -333    309,697 

 （四）失业保险累计结余    127,275      6,057    13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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