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0,472.97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六.其他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上年结转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预备费

二十二.其他支出 10,472.97

收 入 总 计 10,472.97 支 出 总 计 10,472.97

6-1 部门财务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0,472.97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四.事业收入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七.上年结转

收 入 总 计 10,472.97

6-2 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项      目 2018年预算数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预备费

二十二.其他支出 10,472.97

支 出 总 计 10,472.97

6-3  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项目（按功能分类） 2018年预算数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一.本年收入 10,472.9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交支出

  1.本级财力 三.国防支出

  2.专项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3.执法办案补助 五.教育支出

  4.收费成本补偿 六.科学技术支出

  5.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成本补偿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0,472.97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十.节能环保支出

二.上年结转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预备费

二十二.其他支出 10,472.97

收 入 总 计 10,472.97 支 出 总 计 10,472.97

6-4 部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行政人员
支出工资

事业人员
支出工资

行政人员
支出工资

事业人员
支出工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合计   

其中：汽
车保险费

其中：汽
车燃修费

其中：行
政人员公
务交通补

贴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其中：行
政人员公
务交通补

贴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已预拨
抵扣上
年垫付
资金

6-5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支出情况表

基本支出

全年数 本次下达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合计
小计

人员支出
其他

小计
小计

其中：本次
下达

功能科目编码
项目支出

人员支出 人员支出

类 款 项

单位名称（功
能科目）

合计
小计

人员支出
其他

合计
其中：汽
车保险费

其中：汽
车燃修费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财政专户管理的
收入

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

入成本补偿
上年结转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01    基本工资

02    津贴补贴

03    奖金

06    伙食补助费

07    绩效工资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09    职业年金缴费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3    住房公积金

14    医疗费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    办公费

02    印刷费

03    咨询费

04    手续费

05    水费

06    电费

07    邮电费

08    取暖费

09    物业管理费

11    差旅费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3    维修（护）费

14    租赁费

15    会议费

16    培训费

17    公务接待费

18    专用材料费

24    被装购置费

25    专用燃料费

26    劳务费

27    委托业务费

28    工会经费

29    福利费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    其他交通费用

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1    离休费

02    退休费

03    退职（役）费

04    抚恤金

05    生活补助

06    救济费

07    医疗费补助

08    助学金

09    奖励金

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6  部门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财政拨款

一般公共预算

合计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单位自筹

单位名称

类 款

单位、部门预算经济科目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经济
科目编码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类 款 项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 2 3 4 5 6 7

支出总计 10,472.97 10,472.97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0,472.97 10,472.97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0,472.97 10,472.97

229         其他支出 10,472.97 10,472.97

08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0,472.97 10,472.97

04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10,472.97 10,472.97

6-7  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功能科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501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30.59 1,130.59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01  基本工资 159.26 159.26

02  社会保障缴费 02  津贴补贴 80.49 80.49

03  住房公积金 03  奖金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06  伙食补助费

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07  绩效工资 506.60 506.60

01  办公经费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4.52 84.52

02  会议费 09  职业年金缴费 17.79 17.79

03  培训费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7.97 117.97

04  专用材料购置费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05  委托业务费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7.85 7.85

06  公务接待费 13  住房公积金 95.10 95.10

07  因公出国（境）费用 14  医疗费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1.01 61.01

09  维修（护）费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197.05 8,197.05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1  办公费 8.92 8.92

503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02  印刷费 503.98 503.98

01  房屋建筑物构建 03  咨询费 37.00 37.00

02  基础设施建设 04  手续费
03  公务用车购置 05  水费 1.38 1.38

05  土地征迁补偿和安置支出 06  电费 1.34 1.34

06  设备购置 07  邮电费 394.58 394.58

07  大型修缮 08  取暖费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09  物业管理费 43.60 43.60

504     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11  差旅费 20.99 20.99

01  房屋建筑物构建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02  基础设施建设 13  维修（护）费 377.05 377.05

03  公务用车购置 14  租赁费 6.41 6.41

04  设备购置 15  会议费 12.80 12.80

05  大型修缮 16  培训费 2.07 2.07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17  公务接待费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9,327.64 9,327.64 18  专用材料费

01  工资福利支出 1,130.59 1,130.59 24  被装购置费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197.05 8,197.05 25  专用燃料费
99  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26  劳务费

506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1,115.74 1,115.74 27  委托业务费 6,675.46 6,675.46

01  资本性支出（一） 1,115.74 1,115.74 28  工会经费 16.15 16.15

02  资本性支出（二） 29  福利费 16.15 16.15

507     对企业补助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7.10 17.10

01  费用补贴 39  其他交通费用
02  利息补贴 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61.65 61.65

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42 0.42

508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59 29.59

01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一） 01  离休费
02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二） 02  退休费 9.59 9.59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9.59 29.59 03  退职（役）费 20.00 20.00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04  抚恤金
02  助学金 05  生活补助
03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06  救济费
05  离退休费 29.59 29.59 07  医疗费补助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08  助学金

510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9  奖励金
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03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11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307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1  国内债务付息 01  国内债务付息
02  国外债务付息 02  国外债务付息
03  国内债务发行费用 03  国内债务发行费用
04  国外债务发行费用 04  国外债务发行费用

512     债务还本支出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01  国内债务还本 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02  国外债务还本 02  办公设备购置

513     转移性支出 03  专用设备购置
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05  基础设施建设
02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6  大型修缮
03  债务转贷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04  调出资金 08  物资储备

514     预备费及预留 13  公务用车购置
01  预备费 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02  预留 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599     其他支出 22  无形资产购置
06  赠与 99  其他基本建设支出
07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310     资本性支出 1,115.74 1,115.74

08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99  其他支出 02  办公设备购置

03  专用设备购置 819.24 819.24

05  基础设施建设

06  大型修缮 276.50 276.5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20.00 20.00

08  物资储备

09  土地补偿

10  安置补助

1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12  拆迁补偿

13  公务用车购置

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22  无形资产购置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311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01  资本金注入

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312     对企业补助

01  资本金注入

03  政府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04  费用补贴

05  利息补贴

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313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03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399     其他支出

06  赠与

07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08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99  其他支出

10,472.97 10,472.97 10,472.97 10,472.97支 出 总 计 支 出 总 计

6-8  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经济科目分类）

支        出 支        出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部门：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合计 0 0 0 0.00%

1.因公出国（境）费 0 0 0 0.00%

2.公务接待费 0 0 0 0.00%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0 0 0 0.00%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费 0 0 0 0.00%

            （2）公务用车运行费 0 0 0 0.00%

6-9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本年预算比上年增减情况

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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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我单位2018年部门预算财政拨款均为政府性基金，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故2018年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万元。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与2017年预算数相同，均为0万元。

项目 本年年初预算数 上年年初预算数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
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1 2 3 4 5 6 7 8

单位

省本级二级项目1

省本级二级项目2

6-10 省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

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1 2 3 4 5 6 7 8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彩票发行任务率 完成率95%以上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彩票发行任务完成率=（实际销售金额/计划销售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固定资产利用率 95%-90%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评价固定资产利用率。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单台投注机销售额 70万元/年、台-75万元/年、台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单台投注机销售额=投注机彩票销售总额/投注机总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福利彩票发行增长率 增长1%－2％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彩票销售增长率=（实际销售金额/上年销售数量-1）×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9.5分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评价彩民的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人员满意度 9.5分以上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评价销售站点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人员支出比率 6%-7%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人员支出比率=人员支出÷总支出×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发行费用率 4%以下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发行费用率=本项目实际支出/福彩销售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公用经费控制率 80%以下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

费总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 80%-90%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数）×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彩票发行任务率 完成率95%以上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彩票发行任务完成率=（实际销售金额/计划销售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固定资产利用率 95%-90%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

额）×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单台投注机销售额 70万元/年、台-75万元/年、台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单台投注机销售额=投注机彩票销售总额/投注机总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福利彩票销售增长率 增长1%－2％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彩票销售增长率=（实际销售金额/上年销售数量-1）×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9.5分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评价彩民的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人员满意度 9.5分以上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评价销售站点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人员支出比率 6%-7%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人员支出比率=人员支出÷总支出×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发行费用率 4%以下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发行费用率=本项目实际支出/福彩销售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公用经费控制率 80%以下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

费总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 80%-90%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数）×100%

6-11 省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基本支出

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推进我省福利彩票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福利彩票工
作管理运行长效机制，以建设“阳光福彩”

为主题，以公开透明为核心，始终坚持“安

全运行、健康发展”的方针，完善制度体

系，依法依规操作，安全规范运行，管好
用好资金，加强信息公开，促进福利彩票
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社会形象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使命

进一步彰显。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
主要工作重心是围绕扩大发行销售量，筹
集更多社会公益金这一目标。结合该目
标，中心确定的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1、围绕“安全运行、健康发展”的工作

方针，完成各年度销售任务，到2018年

度，单位预计完成彩票发行73.80亿，筹集

社会公益金22.20亿；2、优化渠道建设，

形成乐透数字型、即开型、视频型各彩票
玩法协调发展；3、完善基础工作，提升服

务水平；4、提升销售队伍水平及素质；5

、保障销售工作安全；6、加强廉政建设；

7、维护彩票公益形象，加强彩票管理，规

范彩票市场发展，维护彩票市场秩序，促
进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保障部
门项目的顺利实施，2018年省本级部门项

目整体支出10,472.97万元。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推进我省福利彩票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福利彩票工
作管理运行长效机制，以建设“阳光福彩”

为主题，以公开透明为核心，始终坚持“安

全运行、健康发展”的方针，完善制度体

系，依法依规操作，安全规范运行，管好
用好资金，加强信息公开，促进福利彩票
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社会形象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使命

进一步彰显。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
主要工作重心是围绕扩大发行销售量，筹
集更多社会公益金这一目标。结合该目
标，中心确定的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1、围绕“安全运行、健康发展”的工作

方针，完成各年度销售任务，到2018年

度，单位预计完成彩票发行73.80亿，筹集

社会公益金22.20亿；2、优化渠道建设，

形成乐透数字型、即开型、视频型各彩票
玩法协调发展；3、完善基础工作，提升服

务水平；4、提升销售队伍水平及素质；5

、保障销售工作安全；6、加强廉政建设；

7、维护彩票公益形象，加强彩票管理，规

范彩票市场发展，维护彩票市场秩序，促
进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保障部
门项目的顺利实施，2018年省本级部门项

目整体支出10,472.97万元。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
称

项目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
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1 2 3 4 5 6 7 8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彩票发行任务率 完成率95%以上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彩票发行任务完成率=（实际销售金额/计划

销售金额）×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人员满意度 9.5分以上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评价销售站点工作人员的满

意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单台投注机销售额 70万元/年、台-75万元/年、台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单台投注机销售额=投注机彩票销售总额/投

注机总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发行费用率 4%以下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发行费用率=本项目实际支出/福彩销售金额×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定资产利用率 90%-95%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评价固定资产利用率。固定资产利用率=（实

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9.5分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评价彩民的满意度。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福利彩票销售增长率 增长1%－2％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彩票销售增长率=（实际销售金额/上年销售

数量-1）×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人员支出比率 6%-7%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人员支出比率=人员支出÷总支出×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 80%-90%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

“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公用经费控制率 80%以下 彩票行业历史数据统计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

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

6-12  省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年度目标任务：进一步推进我省福利

彩票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福

利彩票工作管理运行长效机制，以建

设“阳光福彩”为主题，以公开透明为

核心，始终坚持“安全运行、健康发展

”的方针，完善制度体系，依法依规操

作，安全规范运行，管好用好资金，

加强信息公开，促进福利彩票法制化

、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社会形象和公信力进一步提升，“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

使命进一步彰显。云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的主要工作重心是围绕扩大发

行销售量，筹集更多社会公益金这一

目标。结合该目标，中心确定的2018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1、围绕“安

全运行、健康发展”的工作方针，完成

各年度销售任务，到2018年度，单位

预计完成彩票发行73.80亿，筹集社会

公益金22.20亿；2、优化渠道建设，

形成乐透数字型、即开型、视频型各

彩票玩法协调发展；3、完善基础工

作，提升服务水平；4、提升销售队伍

水平及素质；5、保障销售工作安全；

6、加强廉政建设；7、维护彩票公益

形象，加强彩票管理，规范彩票市场

发展，维护彩票市场秩序，促进彩票

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保障部门

项目的顺利实施，2018年部门省对下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出7401万元。



单位名称：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单位：万元

小计
本级财

力
专项收
入

执法办
案

补助

收费成
本
补偿

财政专户
管理的收

入

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
收入成本补偿

上年结
转

小计
事业收
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
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2,891.24        2,891.24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891.24        2,891.24      

  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891.24        2,891.24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基本支出 福彩办公楼物管合同 房地产服务 份 1  项目支出 43.60        43.6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基本支出 法律顾问合同 商务服务 份 1  项目支出 2.00        2.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基本支出 财务审计、咨询 商务服务 份 1  项目支出 20.00        2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基本支出 资产清查合同 商务服务 份 1  项目支出 15.00        15.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OFFICE正版商业软件 通用设备 批 1  项目支出 10.00        1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路由器 通用设备 台 1  项目支出 6.00        6.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茶水柜 家具用具 个 3  项目支出 0.30        0.3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电子邮件信息系统 通用设备 套 1  项目支出 20.00        2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仓库资料IC管理系统维护费 信息技术服务 套 1  项目支出 5.00        5.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机房专用防静电地板 修缮工程 平方米 250  项目支出 19.50        19.5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即开票、中福在线视频票促销用品购买 通用设备 其他单位 1  项目支出 660.00        66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云南福彩”官方APP 信息技术服务 套 1  项目支出 20.00        2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即开票物流费用 交通运输和仓储服务 其他单位 1  项目支出 15.00        15.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组合沙发 家具用具 套 1  项目支出 1.00        1.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全省投注机、电子显示图保险 金融服务 批 1  项目支出 93.50        93.5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机柜 家具用具 个 1  项目支出 0.45        0.45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云南省福利彩票电脑型投注站北斗定位

及视频监控管理系统建设费用
通用设备 批 1

 

项目支出 963.00        963.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机房专用组合工具套件 通用设备 套 2  项目支出 0.60        0.6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UPS 通用设备 个 2  项目支出 0.24        0.24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交换机 通用设备 个 2  项目支出 0.40        0.4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一点一枪”销售网点电信通讯费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其他单位 1  项目支出 127.00        127.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视频监控摄像头 通用设备 台 10  项目支出 1.00        1.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金江小区销售厅搬迁装修 装修工程 其他单位 1  项目支出 250.00        25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机房大门、内部玻璃门 修缮工程 套 7  项目支出 7.00        7.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印刷费（代销合同、代销申请书） 纸、纸制品及印刷品 批 1  项目支出 3.00        3.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茶几 家具用具 个 2  项目支出 0.56        0.56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整套视频监控所需设备 通用设备 台 1  项目支出 1.00        1.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电脑彩票热敏打印纸 纸、纸制品及印刷品 批 1  项目支出 500.00        50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立式空调 通用设备 台 3  项目支出 10.83        10.83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视频监控显示器 通用设备 台 1  项目支出 0.30        0.3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投注机、打印纸搬运费 交通运输和仓储服务 批 1  项目支出 30.00        3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机架式服务器 通用设备 台 4  项目支出 20.00        20.00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票据打印机 通用设备 台 4  项目支出 0.92        0.92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三人沙发 家具用具 套 1  项目支出 0.15        0.15      

    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项目支出 销售厅安保服务 房地产服务 其他单位 1  项目支出 43.89        43.89      

6-13 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表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单位自筹
预算项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计量
单位

数量

面向
中小
企业
预留
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