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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系统正式环境已提前导入了原预算系统及一体化系统试

编环境下的相关数据，预算单位基于现有正式环境的数据开展 2023

年度项目库管理和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导入项目的信息项来源

（一）来源于原预算系统的信息项：

1.基本信息：项目类别、一级项目名称、项目类型、项目名称、

密级（项目名称）、项目单位、起始年度、项目期限（年）、功能科目、

项目总金额、是否基建项目、基建项目类型、是否横向项目、是否科

研项目、密级（项目文本）等。

2.分年度支出计划信息、年度支出计划。

3.项目绩效信息：包括项目绩效目标、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

级指标、指标方向、目标值、计量单位、备注、分值（权重）等。

（二）来源于一体化系统试编环境的信息项：

1.基本信息：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电话、项目负责人、是否

包含财政资金、是否后补助项目、热点分类、立项的必要性和依据、

实施方案等。

2.项目测算信息：活动、子活动、分项支出、支出标准名称、标

准限额、计量单位、数量/频率、价格/标准、支出计划、部门经济分

类、备注等。

二、导入项目的 2023 年度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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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业务费项目、其他运转类项目、人员类项目、公用经费

项目。一体化系统在导入的 2022 年项目基础上，按照 2022 年分年支

出计划信息自动生成 2023 年分年支出计划信息，预算单位直接进行

项目细化即可。

2.特定目标类的重大发展改革项目和其他项目。按照原预算系统

的项目总额、实施周期及分年支出计划等迁入一体化系统。如果项目

周期在 2022 年结束，2023 年仍需要继续实施并安排当年经费的，部

门可以申请项目调整（包括增加项目总额和延长实施周期）或者重新

申报项目。

此外，对于科研项目和基建项目 2022 年度到期预计仍有剩余资

金的，系统自动保留该项目，允许在 2023 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剩余

资金，在不安排项目当年经费的情况下，无需申请延期处理。

三、有关注意事项

1.由于导入的项目信息中的信息项分别来源于原预算系统和一

体化系统试编环境，为避免信息项前后不一致，需要预算单位进行核

实。核实无误的项目可以直接细化后用于预算编制；核实信息导入有

误的，及时反馈运维人员进行更正。

2. 核实完项目主要信息后，即可启动项目相关工作。一是有新

增项目进行项目申报，有项目信息需要调整进行项目调整；二是入库

或调整完成后（已有项目可以直接进行项目细化），对于拟纳入 2023

年预算的二级项目，需通过预算编制模块的项目细化功能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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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测算信息、分年支出计划、部门经济分类、年度新增资产配置、

年度政府采购计划、年度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信息；三是预算单位在

申报部门预算时，可挑选已细化项目，纳入预算。结合收入预算数据、

单位基础数据等信息补充并审核平衡后，即可汇总上报预算数据。

四、项目调整、项目申报、项目细化、预算申报操作

1、二级项目调整

二级项目调整可调整项目的部分基本信息项、测算信息、分年支

出计划、新增资产配置、项目绩效目标等信息。

1.1 操作界面

登录一体化系统后，选择项目库\功能菜单\项目库管理，按资金

性质进入不同申报菜单，如：“一般公共预算\二级项目调整（基层单

位经办岗位）\可调整”。

1) 左侧选择末级单位，再选择项目类别或一级项目，右侧在项

目列表中选择一个已有项目点击【调整】按钮，进入二级项

目调整操作页面。

2) 项目入库后任何情况下均不能修改的要素信息：项目编码，

项目类别（人员类、公用经费、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

项目类型（专项业务费项目、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其他项目），

是否科研，是否基建及含基建类型，项目密级（含项目名称

密级、项目文本密级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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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部门需调整一级项目，需在“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目管理”

菜单下选择“一级项目调整”相应菜单操作。

1.2 单位可自行调整的项目信息

1) 是否新增资产配置（人员类项目没有新增资产），项目联系人，

项目负责人，项目联系人电话，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是否

后补助项目，热点分类，立项必要性和依据，实施方案，评

审论证方式，评审内容及意见，单位存量资产信息，项目附

件信息。

2) 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和其他项目在总额不增情况下调整分年支

出计划，由单位自行调整。

3) 人员类项目、公用经费项目没有单独的项目调整功能，可以

直接在项目细化中修改相关项目信息。

1.3 需要向部门申请调整的项目信息

1) 所属一级项目：申请调整的必须是同一款级科目下的一级项

目，不能跨款级科目调整所属一级项目。

2) 功能科目：已入库、未安排过预算的项目，可以申请修改功

能科目。对于基本支出项目需要变更功能科目的，如果尚未

安排过预算，那么可以从已入库中撤回项目并修改功能科目；

如已安排过预算，需要使用补录新科目功能自动生成一个新

的二级项目，在未送审中找到新生成的项目点击修改选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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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功能科目后保存。

3) 调整起始年度：未安排过预算的项目，可以调整起始年度，

已安排预算的项目不能调整起始年度。实施周期从起始年度

开始计算，项目到期年度等于起始年度加实施周期。

1.4 需要向财政申请调整的项目信息

1) 项目名称:已入库、未安排过预算的项目，可以申请修改项目

名称。

2) 调整项目期限:对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其他项目（为包含财政

资金的项目，下同），入库后需要调整项目期限的，需经财政

同意。

3) 是否包含财政资金:由包含调整为不包含，由单位自行办理

（如果已录入了财政拨款金额，需先将财政拨款金额修改为

0）；由不包含调整为包含，需要财政审核。

4) 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其他项目的项目总额调增，需要财政审

核。

5) 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其他项目的总体绩效目标、绩效指标、

指标值，当项目总额发生变化时，可以向财政申请调整；当

项目总额没有变化时，不允许调整。

2、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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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操作界面

登录一体化系统后，选择项目库\功能菜单\项目库管理，按资金

性质进入不同申报菜单，如：“一般公共预算\二级项目申报（基层单

位经办岗位）\未送审”。

1) 左侧选择末级单位，再选择一级项目，右侧按钮栏点击【新

增】按钮，或在项目列表中选择已有项目点击【修改】按钮，

进入二级项目申报操作页面。

2) 需完善项目基础信息、项目测算信息、分年支出计划、项目

实施期绩效目标等。

3) 如部门需确认或申报一级项目，需在“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

目管理”菜单下选择相应菜单操作。

2.2 人员类、公用经费项目

1) 人员类、公用经费类一级项目由财政部授权给部门使用。部

门选择并确认本部门适用的人员类一级项目及对应的功能科

目，再将该一级项目下的二级项目授权生成给预算单位使用。

2) 预算单位对部门授权生成的人员类二级项目信息进行完善，

内部审核后进入项目库储备。

3) 如一个单位需要设置多个不同科目的人员类、公用经费项目，

可以通过复制方式，在已储备中找到同类项目并点击《补录

新科目项目》按钮，系统会再次生成一个相同的二级项目，

选择新的科目后保存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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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编单位需要使用不同政府经济分类科目的人员类、公用经

费项目，如同一项目行政类人员对应的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和

事业类人员对应的政府经济分类科目是不同的，需要在设置

项目时明确项目参照类型来区分。只有基本支出项目才有参

照类型这个属性，其中，明确对应行政类的项目，细化中的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按照行政类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对应；明确

对应事业类的项目，那么项目细化中的部门经济分类科目按

照事业类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对应。

5) 人员类和公用经费类项目自动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申报

预算时直接在项目细化中重新测算并填写年度明细经济分类科目

（经济分类科目可以点“复制往年经济分类”按钮，将以前年度

经济分类科目复制到 2023 年使用用）。

2.3 其他运转类和特定目标类项目

1) 财政部设置了 2 个其他运转类一级项目（资产运行维护和信

息化运行维护）和部分特定目标类一级项目，部门选择并确

认本部门适用的一级项目，也可根据业务需要，申报新的一

级项目。

2) 部门可设置二级项目模板供下级单位申报时选择使用，预算

单位在二级项目申报时，可根据部门要求直接申报或使用模

板申报。如直接申报，需填报项目基础信息、项目测算信息、

分年支出计划、实施期绩效目标等。如使用模板申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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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模板后，在模板信息基础上进行完善。

3) 预算单位二级项目申报信息填报完毕后，逐级提交，如项目

包含财政资金，那么由部门审核通过后报财政部审核。审核

通过的项目，进入项目库储备，经项目细化后供预算编制时

选取。

3、二级项目细化

主要对已储备入库的二级项目的基础信息（项目详情）、测算信

息、分年支出计划、预算编制年度经济分类、年度新增资产配置、年

度政府采购、年度政府购买服务、年度绩效目标等信息进行细化。

3.1 操作界面

登录一体化系统后，进入预算编制\功能菜单\预算编制\二级项

目细化，在项目列表中选择项目，点击按钮【细化】进入二级项目细

化操作页面。

注意：

1) 页面顶端标题栏默认预算年度 2023。

2) [是否被挑选] 为“否”的项目才可细化。

3) 细化后，可在“细化项目列表”页内【取消项目细化】。

4) 项目基本信息要素中，无需上级部门或财政审核确定的信息项

才可直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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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员类项目细化

1) 一体化系统已内置 9 个人员类二级项目测算模板，用于预算单

位测算项目金额。在测算结果基础上，如单位的人员类项目还

有特殊经费需求，可在测算信息中直接增加填报新的需求行，

新增活动、子活动和分项支出，并提供相应说明。如单位并未

维护人员信息，那么需要手工添加测算信息。测算模版基于单

位中的人员信息自动提取生成，按照人员信息表中的每个人员

的各个工资项计算生成，不同的模版对应不同的人员，根据实

际人数客观反映该项目的经费需求。

2) 行政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其他社保缴

费项目，需预算单位进行手工填报。

3) 预算单位应合理确定项目资金来源，细化完善部门经济分类。

4) 可修改项目测算信息，可据实际需要调增、调减项目金额。

3.3 公用经费项目细化

1）一体化系统已内置 4 个公用经费二级项目测算模板，预算单

位选择测算模板，填报相应支出标准和数量，测算项目金额。

2）预算单位应合理确定公用经费项目预算资金性质，细化编制

部门经济分类、新增资产配置、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等

信息。

3）可修改项目测算信息，根据实际需要调增、调减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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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运转类和专项业务费项目的细化

1）需对预算编制年度部门经济分类、年度绩效目标、新增资产

配置、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进行细化。

2）可据实际需要修改项目测算信息，调增、调减项目金额。

3.5 重大改革发展和其他项目的细化

1）需对预算编制年度部门经济分类、年度绩效目标、新增资产

配置、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进行细化。

2）可据实际需要修改项目测算信息，项目总额可调减或保持不

变，可调整未执行年度间的支出计划，并须对各年度支出计

划进行资金性质细化。

4、部门预算申报（一上、二上）

4.1 操作界面

登录一体化系统后，进入预算编制\功能菜单\预算编制\部门预

算申报（一上）\单位预算申报、预算汇总审核等菜单。

1) 基础信息\各表，可查看单位基础信息数据。一上时，单位人

员情况各表、公务用车、办公用房等数据原则上从有关基础

信息库中提取生成，如确有需要，可手工增加数据行录入，

替换上报。

2) 支出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可挑选已细化项目，支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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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额自动汇总。完善资产配置预算汇总表（资产报废数）、

政府采购预算表、政府购买服务表、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一

上时）。

3) 收入预算\收入预算表，可录入、修改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财

政专户和单位资金金额。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从纳入预算的

住房改革项目中获取相应预算信息，并从单位人员信息表中

获取有购房补贴的人员信息。

4) 收入预算\收入预算表，可录入、修改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财

政专户和单位资金金额。

5) 汇总提交下一岗审核。

6) 养老保险经费表。原则上该表与一上一起上报，系统中可以

单独提交。从单位人员信息中根据每个人的纳入养老保险的

工资项，单位养老人均标准等信息计算整个单位的经费信息。

7) 医疗保险经费表。原则上该表与一上一起上报，系统中可以

单独提交。京外行政或参公单位需要填写，从单位人员信息

中根据每个人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纳入情况，以及属地缴

费比例等信息计算整个单位的医疗和工伤保险经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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