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 部门财务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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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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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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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00 

收 入 总 计 11,350.00 支 出 总 计 11,350.00 



6-2 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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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00 

七.上年结转

收 入 总 计 11,350.00 



6-3  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按功能分类） 2018年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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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00 

支 出 总 计 11,350.00 



6-4 部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1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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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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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0 

收 入 总 计 10,180.00 支 出 总 计 10,180.00 



6-5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单位名称（功

能科目）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全年数

已预拨
抵扣上年
垫付资金

本次下达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小计
其中：本次

下达类 款 项 小计

人员支出
人员支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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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人员支出
人员支出

其他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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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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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部门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编码

单位、部门预算经济科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财政拨款
单位自筹

类 款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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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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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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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部门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编码

单位、部门预算经济科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财政拨款
单位自筹

类 款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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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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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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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部门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编码

单位、部门预算经济科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财政拨款
单位自筹

类 款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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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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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7  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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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0 10,180.00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10,180.00 10,180.00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10,180.00 10,180.00

229         其他支出 10,180.00 10,180.00

08           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0,180.00 10,180.00

0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10,180.00 10,180.00



6-8  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 （按经济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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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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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32 4,237.32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01  基本工资 565.14 565.14

02  社会保障缴费 02  津贴补贴 592.49 5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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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18 1,833.18

01  办公经费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43.50 543.50

02  会议费 09  职业年金缴费 14.55 14.55

03  培训费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88.17 2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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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1 46.21

06  公务接待费 13  住房公积金 354.08 3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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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维修（护）费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835.28 5,835.28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1  办公费 30.00 30.00

503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02  印刷费 1,401.42 1,401.42

01  房屋建筑物构建 03  咨询费

02  基础设施建设 04  手续费

03  公务用车购置 05  水费 7.00 7.00

05  土地征迁补偿和安置支出 06  电费 20.00 20.00

06  设备购置 07  邮电费 13.00 13.00

07  大型修缮 08  取暖费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09  物业管理费 89.85 89.85

504     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11  差旅费 110.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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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14.00

03  公务用车购置 14  租赁费 209.76 209.76

04  设备购置 15  会议费 3.00 3.00

05  大型修缮 16  培训费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17  公务接待费 6.00 6.00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0,072.60 10,072.60 18  专用材料费

01  工资福利支出 4,237.32 4,237.32 24  被装购置费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835.28 5,835.28 25  专用燃料费

99  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26  劳务费 307.81 307.81

506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107.40 107.40 27  委托业务费 3,232.00 3,232.00

01  资本性支出（一） 107.40 107.40 28  工会经费 63.37 63.37

02  资本性支出（二） 29  福利费 63.37 63.37

507     对企业补助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8  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 （按经济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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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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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费用补贴 39  其他交通费用 164.20 164.20

02  利息补贴 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50 100.50

508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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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3  退职（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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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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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 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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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 107.40

03  专用设备购置
05  基础设施建设

06  大型修缮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6-8  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 （按经济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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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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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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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出 总 计 10,180.00 10,180.00 支 出 总 计 10,180.00 10,180.00



6-9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部门：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年初预算数 上年年初预算数
本年预算比上年增减情况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合计 0 0 0 0%

1.因公出国（境）费 0 0 0 0%

2.公务接待费 0 0 0 0%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0 0 0 0%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费 0 0 0 0%

      （2）公务用车运行费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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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与2017年预算数相同，均为0万元，无增减变化。因中心属于彩票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政府
性基金预算单位，预算来源于彩票机构业务费，按项目进行预算申报，故中心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也无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6-10 省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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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省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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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
费基本支出

（1）2018年销售目标为76亿元；（2）2018年公益
金筹集目标为20.06亿元； （3）2018年上缴各类
税上目标为7000万元； （4）2018年渠道建设目标
。2018年继续巩固实体网点的市场基础，以迎接足

球世界杯为契机，在州府城市征召高素质的代销者
和新建高质量的竞猜型网点。2018年传统电彩网点
发展至6200个，竞彩标准店730个、升级店
4500个，即开社会销售网点1200个、行业销售网点
550个，开展户外销售按一个网点一天为一场计算，
全年计划达成户外销售共计3800场次。截止2018年
年末，渠道规模总计达到8680个。 （5）2018年市
场份额目标为50%。2018年有足球世界杯杯，同时

预计总局中心会把中超比赛纳入竞猜赛事，故2018
年的市场份额目标为50%。 （6）人员管理和队伍
建设目标，2018年中心将继续推进财务报表制工
作，拟计划新增13个管理人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销售指标 70亿元
根据云南省彩票市场调研及分

析后确定
用于考核体育彩票销售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渠道建设指标 8680个 完成全省销量预测所需渠道
用于考核全省体育彩票销售渠道铺
设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筹集公益金指标 20.06亿元 根据预测全省销量计算
用于考核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完成
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上缴税收指标 7000万元
单注中奖金额万元以上中奖金
额

用于考核税收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市场份额指标 50%
全国体彩市场份额及云南省体
彩发展趋势

用于考核体育彩票市场占有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管理和队伍建设
指标

13人
2018年中心将继续推进财务报
表制工作，拟计划新增13个管
理人员。

用于考核销售管理队伍建设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
费项目支出

（1）2018年销售目标为76亿元； （2）2018年公
益金筹集目标为20.06亿元； （3）2018年上缴各
类税上目标为7000万元； （4）2018年渠道建设目
标。2018年继续巩固实体网点的市场基础，以迎接

足球世界杯为契机，在州府城市征召高素质的代销
者和新建高质量的竞猜型网点。2018年传统电彩网
点发展至6200个，竞彩标准店730个、升级店4500
个，即开社会销售网点1200个、行业销售网点550
个，开展户外销售按一个网点一天为一场计算，全
年计划达成户外销售共计3800场次。截止2018年年
末，渠道规模总计达到8680个。 （5）2018年市场
份额目标为50%。2018年有足球世界杯杯，同时预

计总局中心会把中超比赛纳入竞猜赛事，故2018年
的市场份额目标为50%。 （6）人员管理和队伍建
设目标，2018年中心将继续推进财务报表制工作，
拟计划新增13个管理人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销售指标 76亿元
根据云南省彩票市场调研及分

析后确定
用于考核体育彩票销售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渠道建设指标 8680个 完成全省销量预测所需渠道
用于考核全省体育彩票销售渠道铺
设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筹集公益金指标 20.06亿元 根据预测全省销量计算
用于考核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完成

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上缴税收指标 7000万元
单注中奖金额万元以上中奖金
额

用于考核税收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市场份额指标 50%
全国体彩市场份额及云南省体
彩发展趋势

用于考核体育彩票市场占有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管理和队伍建设

指标
13人

2018年中心将继续推进财务报
表制工作，拟计划新增13个管
理人员。

用于考核销售管理队伍建设



6-12  省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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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对下二级项目1

省对下二级项目2



6-13 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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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

单位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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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53 4,119.53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4,119.53 4,119.53

  云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4,119.53 4,119.53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怒江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57 1.57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迪庆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80 1.8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德宏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0.90 0.9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车辆运行维护费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5.51 5.51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保山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92 1.92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曲靖一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18 2.18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临沧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78 1.78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大理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30 2.3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体彩中心绿化服务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8.00 8.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文山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20 2.2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版纳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89 1.8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体彩中心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20.00 12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红河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63 2.63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昭通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15 2.1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曲靖二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03 2.03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玉溪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22 1.22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办公光纤租赁费 基础电信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2.12 32.12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楚雄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04 3.04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普洱管理部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59 2.5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双肩包采购 手提包、背包 批 1  项目支出 68.18 68.18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宣传车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00 4.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不锈钢厨具采购 其他厨卫用具 批 1  项目支出 13.67 13.67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曲靖二部终端维修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00 4.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热敏票采购费 印刷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400.00 1,40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电磁炉采购 烹调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12.10 12.1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旅行壶采购 餐具 批 1  项目支出 16.02 16.02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电火锅采购 烹调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23.68 23.68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洗衣粉采购 肥(香)皂和合成洗涤剂 批 1  项目支出 4.67 4.67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即开陈列展示工具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5.00 1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购置笔记本电脑 便携式计算机 批 1  项目支出 77.40 77.4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豆浆机采购 食品制备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21.30 21.3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信息发布平台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4.95 24.9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云南信息报》及新媒体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5.00 2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电彩网点终端销售柜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7.90 7.9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小茶具采购 餐具 批 1  项目支出 46.85 46.8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物流运输费 速递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19.00 219.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资产保险费 其他财产保险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0.00 1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即开仓库空气净化设备 空气调节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8.00 8.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心业务管理系统开发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60.00 6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毛巾套装采购 毛巾 批 1  项目支出 30.49 30.4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台式电脑 台式计算机 批 1  项目支出 6.00 6.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监控设备 视频监控设备 批 1  项目支出 1.70 1.7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终端机维保服务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09.00 109.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信息化系统开发建设项目 应用软件开发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2.00 12.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心四楼机房精密空调维护服务 基础环境运维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00 3.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国体育报》云彩专栏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8.00 8.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昆明电台FM95.4《汽车广播》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5.00 1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视频节目制作费 音像制作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60.00 6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世界杯元素网点包装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00 2.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云南电台FM91.8《交通之声》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9.50 49.5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财务需求软件的开发费用 应用软件开发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5.00 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客运站广告投放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6.00 36.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昆明公交车车身广告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8.00 48.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户外落地活动推广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5.00 4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心OA维护服务 软件运维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00 4.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保险箱 保险柜 批 1  项目支出 0.84 0.84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春城晚报》及新媒体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8.00 28.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财务数据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维护费 软件运维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5.00 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微波炉采购 烹调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19.67 19.67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电饭煲采购 烹调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46.92 46.92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体彩帷胜决策系统开发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0.00 2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空调 空调机 批 1  项目支出 0.80 0.8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媒体专题宣传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0.00 3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曲靖一部终端维修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5.95 5.9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针式打印机 针式打印机 批 1  项目支出 0.25 0.2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玉溪管理部终端维修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20 1.2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洗衣机采购 洗衣机 批 1  项目支出 27.40 27.4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大旅行箱采购 衣箱、提箱及类似容器 批 1  项目支出 15.29 15.2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昆明社区灯箱广告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4.00 24.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旅行箱采购 衣箱、提箱及类似容器 批 1  项目支出 14.78 14.78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昆明火车站渠道拓展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6.00 36.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电动剃须刀采购 美容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22.99 22.9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市场运营费交通费 机动车保险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59.60 159.6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心人事管理系统维护服务 软件运维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00 4.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昆明出租车车顶LED广告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5.00 4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新媒体信息宣传推广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0.00 2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心UPS电源线、发电机、防雷检测维护服务 基础环境运维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00 3.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电风扇采购 风扇 批 1  项目支出 3.96 3.96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印刷服务 印刷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313.60 313.6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电压力锅采购 烹调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26.69 26.6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牙膏采购 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批 1  项目支出 5.54 5.54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肥皂采购 肥(香)皂和合成洗涤剂 批 1  项目支出 0.53 0.53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临沧广告服务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4.41 14.41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世界杯特色营销活动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54.95 54.9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床品四件套采购 床上装具 批 1  项目支出 10.05 10.05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焖烧罐采购 餐具 批 1  项目支出 16.88 16.88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雨伞采购 其他不另分类的物品 批 1  项目支出 23.03 23.03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移动200M互联网专线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0.02 10.02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取暖器采购 取暖器 批 1  项目支出 19.40 19.4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全省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人寿保险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68.49 68.4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省电信线路租用及服务器托管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54.69 154.69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世界杯网点包装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80 2.8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养生壶采购 其他生活用电器 批 1  项目支出 53.90 53.9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促销品运动手环采购 智能游艺设备 批 1  项目支出 35.66 35.66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投影仪 投影仪 批 1  项目支出 5.00 5.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中心业务管理系统维护服务 软件运维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00 2.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世界杯营销活动形象店建设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10.00 1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都市时报》及新媒体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40.00 40.00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项目支出 昆明公交车载电视 广告服务 项 1  项目支出 25.00 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