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税收收入 350,553

  增值税 140,012

    国内增值税 84,053

      国有企业增值税 13,616

      集体企业增值税

      股份制企业增值税 34,230

      联营企业增值税 5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增值税 2,157

      私营企业增值税 34,503

      其他增值税 7,404

      增值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305

      残疾人就业增值税退税 -428

      软件增值税退税 -1

      宣传文化单位增值税退税

      森工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核电站增值税退税

      水电增值税退税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 -583

      其他增值税退税 -7,407

      免抵调增增值税 252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增值税划出

    改征增值税(项) 55,959

      改征增值税(目) 55,782

      中国铁路总公司改征增值税收入

      改征增值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177

      改征增值税国内退税

      免抵调增改征增值税

  营业税 1,424

    金融保险业营业税(中央)

    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地方)

      交强险营业税

      其他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地方)

    一般营业税 983

    营业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441

    营业税退税

  企业所得税 32,694

    国有冶金工业所得税

    国有有色金属工业所得税

    国有煤炭工业所得税

    国有电力工业所得税

    国有石油和化学工业所得税

    国有机械工业所得税

    国有汽车工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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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国有核工业所得税

    国有航空工业所得税

    国有航天工业所得税

    国有电子工业所得税

    国有兵器工业所得税

    国有船舶工业所得税

    国有建筑材料工业所得税

    国有烟草企业所得税 1,231

    国有纺织企业所得税

    国有铁道企业所得税

      中国铁路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所得税

      其他国有铁道企业所得税

    国有交通企业所得税

    国有民航企业所得税

    国有外贸企业所得税

    国有银行所得税

      其他国有银行所得税

    国有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

      其他国有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

    国有保险企业所得税

    国有文教企业所得税

      国有电影企业所得税

      国有出版企业所得税

      其他国有文教企业所得税

    国有水产企业所得税

    国有森林工业企业所得税

    国有电信企业所得税

    国有农垦企业所得税

    其他国有企业所得税 309

    集体企业所得税 1,580

    股份制企业所得税 12,890

      跨省合资铁路企业所得税

      其他股份制企业所得税 12,890

    联营企业所得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 1,050

      其他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 1,050

    私营企业所得税 14,343

    其他企业所得税 508

    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235

      国有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264

      股份制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22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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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14

      国有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14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国有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跨市县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331

      国有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331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分支机构预缴所得税

    跨市县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国有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总机构预缴所得税

    跨市县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国有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总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跨市县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国有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国有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股份制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其他企业分支机构汇算清缴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 673

      内资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 673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加收利息收入

  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冶金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有色金属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煤炭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电力工业所得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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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国有石油和化学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机械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汽车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核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航空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航天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电子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兵器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船舶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建筑材料工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烟草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纺织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铁道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交通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民航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外贸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银行所得税退税

      其他国有银行所得税退税

    国有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退税

      其他国有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保险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文教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电影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出版企业所得税退税

      其他国有文教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水产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森林工业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电信企业所得税退税

    其他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

    集体企业所得税退税

    股份制企业所得税退税

      其他股份制企业所得税退税

    联营企业所得税退税

    私营企业所得税退税

    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股份制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其他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跨市县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国有跨市县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股份制跨市县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跨市县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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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其他跨市县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退税

    其他企业所得税退税

  个人所得税(款) 15,549

    个人所得税(项) 15,522

      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其他个人所得税 15,522

    个人所得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27

  资源税 3,541

    水资源税收入 1,607

    其他资源税 1,911

    资源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23

  城市维护建设税 27,660

    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3,249

      中国铁路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其他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3,249

    集体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97

    股份制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12,479

    联营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1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648

    私营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 9,881

    其他城市维护建设税 1,069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236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划出

  房产税 20,122

    国有企业房产税 1,071

    集体企业房产税 503

    股份制企业房产税 11,865

    联营企业房产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房产税 751

    私营企业房产税 3,830

    其他房产税 879

    房产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1,223

  印花税 7,798

    其他印花税 7,601

    印花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197

  城镇土地使用税 44,783

    国有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642

    集体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104

    股份制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24,766

    联营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私营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13,822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 1,204

    其他城镇土地使用税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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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3,916

  土地增值税 6,561

    国有企业土地增值税 202

    集体企业土地增值税 1

    股份制企业土地增值税 1,389

    联营企业土地增值税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增值税

    私营企业土地增值税 4,407

    其他土地增值税 297

    土地增值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265

  车船税(款) 10,480

    车船税(项) 10,478

    车船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2

  耕地占用税(款) 20,983

    耕地占用税(项) 18,420

    耕地占用税退税

    耕地占用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2,563

  契税(款) 16,828

    契税(项) 16,266

    契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562

  烟叶税(款)

    烟叶税(项)

    烟叶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环境保护税(款) 2,118

    环境保护税(项) 2,118

    环境保护税税款滞纳金、罚款收入

  其他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111,476

  专项收入 17,882

    教育费附加收入(项) 13,248

      教育费附加收入(目) 13,248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教育费附加收入划出

      中国铁路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教育费附加

      教育费附加滞纳金、罚款收入

    场外核应急准备收入

    地方教育附加收入 2,099

    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849

    教育资金收入 80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入

    育林基金收入

    森林植被恢复费 1,199

    水利建设专项收入

6



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其他专项收入(项) 407

      广告收入 407

      其他专项收入(目)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7,831

    公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648

      外国人签证费

      外国人证件费

      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中国国籍申请手续费

      户籍管理证件工本费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24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502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63

      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26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

      驾驶证工本费 93

      驾驶许可考试费 1,936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临时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

      保安员资格考试费 4

      消防职业技能鉴定考务考试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公安行政事业性收费

    法院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诉讼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法院行政事业性收费

    司法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公证费

      司法考试考务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司法行政事业性收费

    外交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护照费

      认证费

      签证费

      驻外使领馆公证翻译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外交行政事业性收费

    工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商标注册收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工商行政事业性收费

    商贸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证书工本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商贸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政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1

      证书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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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考试考务费 61

      其他缴入国库的财政行政事业性收费

    税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税务行政事业性收费

    审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考试考务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审计行政事业性收费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

      社会抚养费 1

      其他缴入国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事业性收费

    外专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务费、考试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外专局行政事业性收费

    保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保密行政事业性收费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8

      客运索道运营审查检验和定期检验费

      压力管道安装审查检验和定期检验费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审查检验费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检验费

      一般劳动防护用品检验费

      棉花监督检验费

      锅炉、压力容器检验费 4

      考试考务费

      计量收费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14

      其他缴入国库的质检行政事业性收费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费

      考试考务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

    安全生产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安全生产行政事业性收费

    档案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档案行政事业性收费

    贸促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贸促会行政事业性收费

    宗教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宗教行政事业性收费

    人防办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915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867

      其他缴入国库的人防办行政事业性收费 48

    文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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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其他缴入国库的文化行政事业性收费

    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46

      教师资格考试费 22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 124

      公办幼儿园保育费

      公办幼儿园住宿费

    科技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科技行政事业性收费

    体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体育特殊专业招生考务费

      外国团体来华登山注册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体育行政事业性收费

    发展与改革(物价)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

      其他缴入国库的发展与改革(物价)行政事业性收费 1

    统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统计行政事业性收费

    国土资源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7,286

      土地复垦费 34

      土地闲置费

      耕地开垦费 6,665

      地质成果资料费

      不动产登记费 587

      其他缴入国库的国土资源行政事业性收费

    建设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422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33

      考试考务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 1,010

      其他缴入国库的建设行政事业性收费 379

    知识产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专利收费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报名考务费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收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知识产权行政事业性收费

    环保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14

      化学品进口登记费

      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费

      排污费收入 999

      其他缴入国库的环保行政事业性收费 15

    旅游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费和等级考核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旅游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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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海洋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海洋废弃物收费

      海洋工程排污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海洋行政事业性收费

    测绘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测绘成果成图资料收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测绘行政事业性收费

    交通运输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89

      证书工本费

      考试考务费 33

      船舶登记费

      船舶及船用产品设施检验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交通运输行政事业性收费 556

    工业和信息产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考试考务费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工业和信息产业行政事业性收费

    农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301

      农药登记费

      生产审批费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费

      农机产品测试检验费

      新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费

      进口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费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委托检验费

      进口兽药质量标准复核检验费

      进口兽药检验费

      出口兽药检验费

      新兽药质量复核检验费

      兽药委托检验费

      农作物委托检验费

      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检验费

      档案保管费

      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或职业技能鉴定费

      农药实验费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务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收入 1,295

      其他缴入国库的农业行政事业性收费 6

    林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林业行政事业性收费

    水利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747

      河道采砂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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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

      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

      考试考务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 695

      其他缴入国库的水利行政事业性收费 52

    卫生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96

      卫生监测费

      卫生质量检验费

      预防接种劳务费 101

      委托性卫生防疫服务费

      疫情处理费

      医疗事故鉴定费 1

      考试考务费 94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卫生行政事业性收费

    食品药品监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药品注册费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

      GMP认证费

      GSP认证费

      药品行政保护费

      中药品种保护费

      药品检验费

      医疗器械产品检验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食品药品监管行政事业性收费

    民政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08

      婚姻登记证书工本费

      收养登记费

      学费

      殡葬收费 208

      其他缴入国库的民政行政事业性收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76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 84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19

      其他缴入国库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事业性收费 173

    仲裁委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仲裁收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仲裁委行政事业性收费

    编办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编办行政事业性收费

    党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党校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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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监察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其他缴入国库的监察行政事业性收费

    外文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考务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外文局行政事业性收费

    国资委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考试考务费

      其他缴入国库的国资委行政事业性收费

    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

      其他缴入国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2

  罚没收入 26,643

    一般罚没收入 26,643

      公安罚没收入 12,604

      检察院罚没收入

      法院罚没收入

      工商罚没收入 189

      新闻出版罚没收入

      技术监督罚没收入 17

      税务部门罚没收入 203

      海关罚没收入

      食品药品监督罚没收入 220

      卫生罚没收入 23

      检验检疫罚没收入 9

      证监会罚没收入

      保监会罚没收入

      交通罚没收入 500

      铁道罚没收入

      审计罚没收入 36

      渔政罚没收入

      交强险罚没收入

      物价罚没收入 273

      其他一般罚没收入 12,569

    缉毒罚没收入

    罚没收入退库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4

    利润收入

      金融企业利润收入

      其他企业利润收入

    股利、股息收入

      金融业公司股利、股息收入

      其他股利、股息收入

    产权转让收入

      其他产权转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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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清算收入

      其他清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退库

    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工业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农业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其他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4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1,995

    海域使用金收入

      地方海域使用金收入

    场地和矿区使用费收入

      陆上石油矿区使用费

      中央和地方合资合作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

      地方合资合作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

      港澳台和外商独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

    专项储备物资销售收入

    利息收入 2,603

      国库存款利息收入 952

      财政专户存款利息收入

      有价证券利息收入

      其他利息收入 1,651

    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 17,554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 333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4,683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5,458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 1,135

      其他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 5,945

    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收入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

      地方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

    转让政府还贷道路收费权收入

    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449

      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 428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入

      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

      探矿权、采矿权占用费收入 21

    排污权出让收入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收入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水资源费收入 1,213

      三峡电站水资源费收入

      其他水资源费收入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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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乌兰察布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其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76

  捐赠收入 1,881

    国外捐赠收入

    国内捐赠收入 1,881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160

    上缴管理费用 2,600

    计提公共租赁住房资金 420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 932

    配建商业设施租售收入 28

    其他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1,180

  其他收入(款) 20

    主管部门集中收入

    基本建设收入

    差别电价收入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收入

    其他收入(项) 20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6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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