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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简介

• 背景介绍
党的十九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明确提出
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
管理，对预算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但是我国当前各级财政预算管理水平与党的十九大对预算制度建设提出
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深入推进改革还面临诸多挑战。

2019年6月，为提升财政预算管理现代化水平，财政部党组审议通过了
《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实施方案》，做出了积极推进预算管理一体
化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全面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

我厅去年已经成立了领导工作组，积极开展我省的一体化建设工作。



什么是预算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

• 预算管理一体化是以统一预算管理规则为核心，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为主要载体，将统一的管理规则嵌入信息系统，提高项目储备、预
算编审、预算调整和调剂、资金支付、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等工作
的标准化、自动化水平，实现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动态反映和有效控
制，保证各级预算管理规范高效。

• 财政部组织制定全国统一的《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和系统技术标准，
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和财务报告、资产管理、债务管理等业
务环节按一个整体进行整合规范，贯通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预
算管理；

• 各地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按照《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和系统技术标
准建设一体化系统，将市县级预算数据集中到省级财政，并与财政部
联网对接，通过嵌入系统的控制规则规范预算管理和硬化预算约束，
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提供基础保障。



二、省级预算管理模块介绍

• 包括四大模块：基础信息库、项目库、预
算编制、预算调整调剂等子模块

• 基础信息库：财政预算管理需要大量的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库对这些基础信息的进行统计汇集，包
括了单位信息、人员信息、资产信息、政府债务
信息、支出标准、绩效指标、非税收入等各类信
息。为部门预算编制特别是基本支出预算编制起
到辅助支撑作用。



项目库简介

• 项目库管理是预算管理的基础，预算项目是预算管理的基
本单元，全部预算支出以预算项目的形式纳入项目库，实
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主要分为前期谋划、项目储备、预算
编制、项目实施、项目终止等阶段，全流程动态记录和反
映项目信息变化情况。

• 项目库用于单位储备预算项目，从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开
始，所有的部门预算支出纳入项目库管理，各部门、单位
要树立“先谋事后排钱”理念，坚持“先有项目再安排预
算”原则，提前研究谋划、常态化储备预算项目，单位申
请预算必须从项目库的项目储备中挑选预算项目。



预算编制

• 包括部门预算编制、政府预算编制

• 部门预算编制包括：部门单位的收入预算、基本
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等功能

• 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模块：项目库已经储备好的项
目，可以进行项目支出预算编制

• 政府预算编制：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预算编制要求，
将所有财政收入、支出进行汇总，包括上下级之
间的收入、支出，编制政府年度预算草案。



预算调整调剂

• 包括部门预算调整调剂、上下级转移支付接收和
下达、政府预算调整等业务。

• 部门预算调剂：部门预算调剂是指预算执行中对
单位支出预算在不同预算科目、预算级次或者项
目之间的变动。部门预算批复后，应当强化预算
约束，原则上不做调剂，但确需调剂的，按我厅
规定相关程序办理。

• 转移支付模块：包括接收中央下达转移支付、对
市县下达转移支付功能。



三、项目库管理和项目预算编制

• （一）一体化项目库管理特点

• （二）项目分类管理

• （三）项目分级管理

• （四）项目滚动管理

• （五）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 （六）项目管理流程

• （七）对企业（非预算单位）补助项目管理

• （八）转移支付项目管理



（一）一体化项目库管理的新特点

• 1、部门预算全部纳入项目库。项目库管理是财政预算资
金管理的基础，预算项目是预算管理的基本单元，部门全
部预算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以预算项目的形
式纳入项目库。

• 2、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主要分为前期谋划、项目储备、
预算编制、项目实施、项目终止等阶段，全流程动态记录
和反映项目信息变化情况。

• 3、提前储备、常态开放。从编制2021年预算开始（以及
执行中申请追加项目），所有项目支出必须先在项目库中
进行项目储备，单位申请预算再从项目储备中挑选预算项
目。项目库与部门单位联网并常态化开放。各资金主管部
门要贯彻省委“项目为王”的要求，提前储备项目，做实做
细项目预算。



（二）项目分类管理

• 对预算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包括：人员类
项目、运转类项目（分为公用经费项目和
其他运转类项目）、特定目标类项目三类。
人员类项目支出和运转类项目中的公用经
费项目支出对应部门预算中的基本支出；
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和特定目标类项目支
出对应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



（二）项目分类管理

•    项目分类                  部门预算

人员类项目

公用经费项目

其他运转类项目

特定目标类项目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二）项目分类管理

• 人员类项目：指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项目。

• 公用经费项目：指按照定员定额方式管理，以人员编制、
实有人员、通用资产等为计算对象，保障单位日常运转和
基本履职需要的公用经费支出。

• 其他运转类项目：指除单位公用经费项目外，保障本单位
专用资产设施运转经费，以及各类工作经费项目支出。

• 特定目标类项目：指部门和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
和事业发展的项目支出，体现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和政策
导向，包括：跨部门分配的基本建设、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等专项资金，对市县的各类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对企
业和特定群体的各类补助、补贴、奖励资金。



（三）项目分级管理

• 对项目支出实施分级管理，采取“一级项
目+二级项目+三级项目”管理方式。

• 必要性：单级项目预算层次不清，大项目
和具体子项目无法对应和关联，无法对专
项资金进行细化。

• 人员类项目和公用经费项目一、二、三级
项目由财政统一设置。

• 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三级管
理方式如下：



（三）项目分级管理

• 一级项目：由省财政根据财政资金支出方向，统一设置一级项目名称
和申报单位范围，编制目录清单（见文件附件1），对财政资金进行
宏观管理。

• 二级项目：其他运转类二级项目由财政统一设置和储备，为各部门单
位通用。特定目标类二级项目由项目主管部门（机关）在一级项目基
础上申报，列“待分配”，项目要符合《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和具体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有明确的政策依据、绩效目标、资
金管理办法、财政归口处室等信息，跨单位分配的省本级实施项目要
同时选定三级项目申报单位范围，由申报单位通过三级项目进行申报
和细化。

• 三级项目：是对二级项目的细化，编列到省级具体实施单位和具体项
目（列“已分配”），三级项目经财政审核通过后即成为单位的可执
行指标。

• 各部门、单位要对项目进行分析、清理、整合，实施分类分级管理。



（三）项目分级管理

项目分级 其他运转类项目 特定目标类项目 分配状态

一级项目 财政统一设置12个一级项目，其
中11个通用项目，1个其他经费
补助类（待分配）项目用于特定
单位和项目申报

财政统一设置了105
个一级项目，并已
经对应到相应的部
门、单位。（部门
可以提出修改建议）

待分配

二级项目 1、11个通用项目财政已经储备
到各单位。
2、原则上不设待分配项目，对
特殊项目单位申请经财政同意后，
开放对应权限可以一上预算申报。

由项目主管部门
（机关）在一级项
目基础上申报，同
时选定三级项目申
报单位范围

待分配

三级项目 1、对应11个通用项目，按照规
定进行申报，细化到具体的项目
名称。在一上预算编制项目预算。
2、对应待分配项目，在二上预
算时细化到三级项目。

在二上预算时细化
到三级项目

已分配
（直接可
以申请办
理支付）



（三）项目分级管理（特定目标项目举例）

主管部门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归口处
室

发改委 基本建设专项 省级基本建设专项 某单位基本建设 经建一处

教育厅 高校1331专项 高校1331专项 山西大学某具体项
目

科教处

卫健委 136兴医工程专
项

136兴医工程专项 医科大学某具体项
目

社保处

组织部 人才专项 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 理工大学某具体引
进专家项目

行政处

水利厅 水利发展资金 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补助市县）

下达市县转移支付
项目，通过转移支
付模块下达预算指
标

农业处

财政厅（债务处）政府债务付息专
项

一般债券付息 某债券使用单位某
项目付息

债务处



（四）项目滚动管理

• 项目按照实施期限，分为经常性项目、延续性项
目、一次性项目。

• 经常性项目，指不限定实施期限、需要长期安排
的项目。系统默认为3年实施期限。

• 延续性项目，指在一定期限内实施的项目，实施
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最高不超过5年。

• 一次性项目，指实施期为1年的项目。

• 预算项目逐年滚动管理，经常性项目、延续性项
目及当年未安排的预算储备项目，自动滚入下一
年度储备。



（五）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 绩效目标是项目入库储备的前置条件，原则上，
未按要求设定绩效目标或审核未通过的项目不得
纳入项目库。

• 贯彻落实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建
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2021年项目绩效目标填报要求为：特定目标类项
目（除财力性一般转移支付外）、其他运转类项
目的二级项目和三级项目均要按照绩效管理要求
填报项目绩效目标。



（六）项目管理流程（详见文件附件2）

• 大流程：项目储备流程+项目预算编制流程
• 其他运转类项目流程

储备流程：单位--单位主管部门--部门对口财政业务处--财政绩效处--返回
单位

预算编制流程：单位--单位主管部门--部门对口财政业务处--财政绩效处
（绩效目标单独审核）--省直预算处

• 特定目标类项目流程

二级项目储备：单位--单位主管部门--二级项目归口财政业务处--财政绩
效处--返回单位

三级项目储备：单位--单位主管部门--三级项目对应的二级项目主管部门-
-返回单位（发改委基本建设项目演示），主管部门负责绩效审核

二级项目预算编制：单位--单位主管部门--二级项目归口财政业务处--财
政绩效处（绩效目标审核）--省直预算处



（六）项目管理流程（详见文件附件2）
三级项目预算编制流程：单位--单位主管部门--三级项目对应
的二级项目主管部门--二级项目归口业务处--省直预算处

• 审核两岗制：为了确保项目库管理的规范和合规，单位、
部门、财政每一个审核环节都包括了两岗（承办人岗和复
核人岗）

• 二、三级项目预算控制规则：一上预算时申报二级项目，
一下预算确定二级项目控制数。二上预算申报三级项目，
在二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环节，三级项目合计总数不超过
对应的二级项目控制数。

• 关于绩效目标审核：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了闻政公司的
绩效管理系统的，可以进行系统融合，绩效目标填报在闻
政系统中，预算编制中审核可以对绩效指标进行单独审核
和退回；一种是只使用华青系统的，绩效指标和项目是一
体的，审核和退回是同步进行。



（七）对企业（非预算单位）补助项目管理

• 对企业、事业等非预算单位的项目预算编报：三级项目需
要同时填报“对企业（非预算单位）支出明细表”，包括：
企业（非预算单位）单位名称、社会信用代码、具体项目
名称、预算金额。单位名称、社会信用代码需要在基础资
料库中提前录入好，在这张表中自动可以选择读取。

• 三级项目填报可以采取一个项目对应一个企业，或者一个
项目对应多个企业的预算编报方式，由财政部门会同项目
主管部门确定填报方式。

• 举例：新能源汽车补贴专项，二级项目为待分配，三级项
目填报这张表，转为已分配的可执行指标。



（八）转移支付项目管理

• 对下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分配级次选择“分配下达到市县”。

•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促进
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助给下级统筹安排使用的
资金，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上级因出台增支或者减收政策而给予下级的财力
补助，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
力补助，其他财力补助。支出科目选择23002。

•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给予下级，并由接受转移支付的下级按照上级规定的
用途安排使用的预算资金。支出科目选择23003、23004、
23005科目。



（八）转移支付项目管理流程

• 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项目，应做好上下级项目库管理工作的对接，项目
的细化安排情况在下级项目库中反映。

• 上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提前梳理转移支付项目，加强对下级财政部
门和业务部门的指导。下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要按照上级要求研
究谋划和储备项目，待上级下达（含提前下达）资金后，从本级项目
库中挑选项目，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或上级要求安排资金。

• 转移支付预算指标下达。省级项目主管部门（或财政厅业务处室）根
据对下转移支付分配结果，填报对市县转移支付预算，省财政厅审核
通过后生成对下转移支付指标。

• 下级财政部门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后，将转移支付项目作为一个二
级项目接收（录入）到预算管理系统中，选填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接
收到项目资金后，选填本级项目申报单位范围等要素信息。申报范围
内的单位可以向主管部门申报具体的三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