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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报表编制说明 

 

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国家以所有者

身份和社会管理者身份控制的、预期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或者

产生服务潜能的经济资源（不包括用于保证部门、单位和机

构自身行政职能正常运转所配备的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一般包括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

施、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受托代理资产及其他行政

事业性资产等。 

一、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

组成内容 

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以

下简称“2019 年度报表”）包括：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公

共基础设施情况表、文物文化资产情况表、保障性住房情况

表、受托代理资产情况表、其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表

等。 

    各单位仅需填报单户表，汇总表不需填报，由软件自动

生成。本报表填报主体为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其他企业

（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不填报。 

二、2019年度报表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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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公历年度编制报表。2019 年度报表按公历年度

编制，本次报告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表内

“期末数”指标以年终有关指标填列；表内“期初数”指标

根据上年度数据结合本年度调整数填列。 

（二）实物量和价值量指标填报原则。报表中涉及的实

物量和价值量指标，应按照以下原则填报：一是实物量指标

应根据统计台账、历史资料等进行填报，确保数量、单位的

全面、准确。对于无法填报的，应详细说明原因,并提出解

决此问题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二是价值量填报时，各部门（单

位）应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填报：第一，有关资产已按照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的，根据会计账簿数据进行填

报，并对所采用的计量属性进行说明；第二，有关资产未按

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的，应及时登记入账，

并根据会计账簿数据进行填报；第三，有关资产未按照政府

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且无法在填报日完成入账手

续的，应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确定资产价值，并进

行填报；第四，有关资产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无法

登记入账的，鼓励以真实反映当期价值为目标，积极研究探

索价值量计量的有效方法等。 

报表新增“已入账”标识，对填入本报表的资产是否已

经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账（不包括资产备查簿）上反映进行

区分，以便于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表相关数据进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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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做到“不重不漏”。 

三、2019年度报表封面 

（一）单位名称。填列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法人公章。

主管部门填报本级报表时，应在单位名称后加“（本级）”。 

（二）单位负责人。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签

字盖章。 

（三）资产财务管理负责人。指单位内部负责资产财务

管理工作的部门负责人。 

（四）填表人。指具体负责编制报表的工作人员。 

（五）编报日期。指报表通过单位办公会或类似决策机

构审核签发的日期。 

（六）单位代码。单位代码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的

第 9-17位或者组织机构代码。 

（七）单位执行会计制度。按单位当前实际执行的会计

制度选择填列。一个单位有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企业两套账，

同时执行两种会计制度的填“其他”。主管部门叠加汇总所

属单位报表时不填列本项。 

（八）单位基本性质。依据政府编制管理部门确定的单

位性质，在“行政单位”、“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四种类型中选择填列。主管部门叠加汇总所属

单位报表时本项可不填列。 

（九）机构行业类型。行政单位按照单位履行的职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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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选择填列。事业单位按照实际开展的主要事业类型选择填

列。 

（十）报表类型。按单位具体填报的报表类型选择填列。

其中：“0”表示单户表，由独立核算单位录入本单位数据时

使用。“7”表示汇总表，由主管部门汇总录入所属单位报表

时使用。 

（十一）备用码（六位）。各主管部门可根据各自资产

管理需要自行编制代码，下发基层单位填报。 

四、2019年度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 

政府储备物资是指为满足实施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进

行抗灾救灾、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等特定公共需求而控制的，

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一是在应对可能发生的特定

事件或情形时动用；二是其购入、存储保管、更新（轮换）、

动用等由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布的专门管理制度规范。 

（一）政府储备物资填报主体。政府储备物资按照国家

政府储备资产相关政策填写，不包括商业储备资产（即政府

部门对该项储备资产无所有权，仅对其进行贴息等）。由国

家全额出资购买、企业执行储备计划的储备物资需要填列本

报表。 

政府储备物资涉及三类主体，一是制定储备计划的主

体；二是执行储备计划的主体；三是代储机构。原则上，本

报表由执行储备计划的主体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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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储备物资计价方式。政府储备物资的登记入

账核算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政府会计准则第 6号——政府储备物资》的规定执行。

政府储备物资报表原则上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计价。对于应当

确认为政府储备物资，但已确认为存货、固定资产等其他资

产的，应当将该资产按其账面价值在政府储备物资报表进行

反映，并按照已入账标识。没有账面价值的,按照下列原则

确定其初始入账成本：一是可以取得相关原始凭据的，其成

本按照有关原始凭据注明的金额确定；二是没有相关凭据可

供取得，但按规定经过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确

定；三是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的，其成

本按照重置成本确定。 

在本单位会计账簿中的“政府储备物资”科目中反映的，

应在报表“其中：已入账”中填列已入账数量，同时，在资

产价值栏填列具体价值。 

（三）政府储备物资初始计量。政府储备物资在取得时

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购入的政府储备物资，其成本包括购买价款和政府会计

主体承担的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检测费以

及使政府储备物资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归属于政

府储备物资成本的其他支出。 

委托加工的政府储备物资，其成本包括委托加工前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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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委托加工的成本（如委托加工费以及按规定应计入委

托加工政府储备物资成本的相关税费等）以及政府会计主体

承担的使政府储备物资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归属

于政府储备物资成本的其他支出。 

接受捐赠的政府储备物资，其成本按照有关凭据注明的

金额加上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没

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但按规定经过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

照评估价值加上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

定；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比

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加上政府会计主体承担的相

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 

接受无偿调入的政府储备物资，其成本按照调出方账面

价值加上归属于政府会计主体的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 

（四）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②（粮、棉、糖、肉、药） 

1.填报主体。由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等执行政府储备物

资计划的部门（单位）填报。 

2.指标解释。 

（1）棉花：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储备的棉花。 

（2）粮食：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储备的粮食，包括

原粮和食用油。 

（3）食糖：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储备的食糖。 

（4）肉：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储备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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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药：各部门（单位）和地方储备的医药，包括

用于灾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五）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③（其他） 

本表中填写内容为除了政府储备物资情况表中表（战略

储备物资）、表（粮、棉、糖、肉、药）外的政府储备物资。 

1.填报主体。本报表填报主体为承担政府储备物资职责

的部门（单位），如应急管理部门、水利部门、农村农业部

门、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等。 

2.指标解释。 

（1）自然灾害救助物资：用于自然灾害救助的物资，

由各级民政、应急管理、粮食和物资储备等部门负责填报。 

（2）防汛抗旱储备物资：包括专项用防汛抗旱储备的

钢材、木材、水泥、电缆、铁锹、编织袋等物资。 

（3）森林(草原)防火储备物资：包含林业机具、防护

用品、灭火工具、化学灭火用品、通讯器材、航空灭火专用

设备等。 

（4）城市排水防涝设备物资：包括专项用于城市排水

防涝的泵车等强排设备和清淤设备等物资。 

（5）应急储备物资：是指用于处置突发事件的各类警

用装备物资，包括武器警械、防护防爆装备、观察通信器材、

特种车辆（船艇）、后勤（生活）保障装备及其他物资。 

（6）石油：依据国家石油储备管理原则而进行储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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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7）其他：是指除上述物资以外的专项储备物资。 

五、2019年度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 

公共基础设施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控制的，

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是一个有形资产系统或网络

的组成部分；具有特定用途；一般不可移动。仅供单位内部

职能运转、事业发展提供服务的，不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对

同时提供公共服务，又提供内部服务的资产，如不可以区分，

原则上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界定。 

（一）公共基础设施填报主体。报表由按规定对其负有

管理维护职责的部门(单位)填报。多个部门(单位)共同管理

维护的公共基础设施，应当由对该资产负有主要管理维护职

责或者承担后续主要支出责任的部门(单位) 填报。分为多

个组成部分由不同部门(单位)分别管理维护的公共基础设

施，应当由各个部门(单位)分别填报对其负责管理维护的公

共基础设施的相应部分。 

（二）公共基础设施计价方法。公共基础设施的登记入

账核算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

表》《政府会计准则第 5号——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定执行。

报表有账面价值的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计价。对于应当

确认为公共基础设施、但已确认为固定资产的资产，应当将

该资产按其账面价值在公共基础设施报表进行反映，并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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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账进行标识。对于应当确认但尚未入账的存量公共基础设

施，按照以下原则确定其初始入账成本：一是可以取得相关

原始凭据的，其成本按照有关原始凭据注明的金额减去应计

提的累计折旧后的差额确定；二是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

但按规定经过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确定；三是

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也未经资产评估的，其成本按照重

置成本确定。 

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公共基础设施，

应当按照估计价值入账，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照实际成本

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存量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价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核算的通知》（财会〔2018〕34 号）规定的公共基础设施入

账成本确定。 

在本单位会计账簿中的“公共基础设施”科目中反映的，

应在报表“其中：已入账”中同时填列已入账数量，同时在

资产价值栏填列具体价值。 

（三）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①（公路、铁路） 

1.填报主体。本报表填报主体一般为：各级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填报等级公路、等外公路;铁路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

填报铁路和铁路车站。由企业登记入账的政府收费公路不纳

入填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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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解释。 

（1）公路。公路分为等级公路和等外公路。公路基础

设施资产由构筑物设施、公路沿线设施组成。 

公路构筑物设施：即构成公路主体的各部分，包括路基

与路面、桥梁、隧道、涵洞、跨道路建筑物等。 

公路沿线设施：包括安全设施、收费设施、监控设施、

环保设施等。安全设施是指发挥交通安全指示作用的相关公

路设施，包括护栏、交通指示线、交通指示牌等；收费设施

是指为保证收费有序实现而设置的中心设备、收费站设备、

车道设备等；监控设施是指监控交通运行情况的系统、线路

和检测器具等；环保设施包括道路绿化、噪声屏障、隔声窗

等。 

等级公路。等级公路是指联接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乡

村与乡村之间、工矿基地之间按照国家技术标准修建的，由

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可的道路，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高速公路：专供汽车分方向、分车道行驶，全部控制出

入的多车道公路。高速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15000辆小客车以上。 

一级公路：供汽车分方向、分车道行驶，可根据需要控

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一级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15000辆小客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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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公路：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二级公路的年平

均日设计交通量宜为 5000-15000辆小客车。 

三级公路：供汽车、非汽车交通混合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三级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为 2000-6000辆小客车。 

四级公路：供汽车、非汽车交通混合行驶的双车道或单

车道公路。双车道四级公路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2000

辆小客车以下；单车道四级公路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400 辆小客车以下。 

等外公路。等外公路是指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公

路。例如国家物资储备系统专用公路根据立项批复的公路等

级填列，没有批复公路等级的在“等级外公路”栏填列。 

（2）铁路。 

国家级铁路：由中央政府投资修建，担负地方公共旅客、

货物短途运输任务的铁路。 

高铁：高铁即高速铁路，指新建设计开行 250 公里/小

时（含预留）及以上动车组列车，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 200

公里/小时的客运专线铁路。 

其他国家级铁路：除高速铁路以外的其他国家级铁路。 

地方性铁路：由地方政府投资修建或者与其他铁路联合

投资修建，担负地方公共旅客、货物短途运输任务的铁路。 

（3）铁路车站。指办理列车通过、到发、列车技术作

业及客货运业务的分界点。 

http://baike.so.com/doc/4658144-4871516.html
http://baike.so.com/doc/1527250-1614638.html
http://baike.so.com/doc/4658144-4871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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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②（机场） 

1.填报主体。由民航局等部门填报。 

2.指标解释。 

（1）运输机场。运输机场是专门承担航空客运与航空

货运的两种飞行任务的机场。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和

民航局《民用机场飞行区指标规范》（MH5100-2013），我国

现有机场中有 4F、4E、4D、4C、3C 和 1B 六类。 

（2）通用航空机场。通用航空机场是专门承担除旅客

运输和货物运输以外的其他飞行任务的机场，比如公务出

差、空中旅游、空中表演、空中航拍、空中测绘、农林喷洒

等特殊飞行任务。 

（五）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③（航道） 

1.填报主体。本报表填报主体一般为交通运输等管理部

门。 

2.数量指标。界河航道“数量”按照实际里程的二分之

一填报。 

3.指标解释。 

（1）等级航道。反映等级航道的里程和账面价值。等

级航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等内陆水域中

可以供 50 吨级以上船舶通航的通道。包括一级航道、二级

航道、三级航道、四级航道、五级航道、六级航道、七级航

道。 

http://www.so.com/s?q=%E8%88%AA%E7%A9%BA%E8%B4%A7%E8%BF%90&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8%88%AA%E7%A9%BA%E8%B4%A7%E8%BF%90&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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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外航道。反映等外航道的里程和价值。等外航

道是指通常年通航 50 吨级以下船舶的航道。 

（3）航道通航建筑物、整治建筑物及设施。反映航道

通航建筑物、整治建筑物及设施的数量和价值。航道通航建

筑物、整治建筑物及设施是指为保障航道正常运行建设的建

筑物、助航设施及附属设施。 

（六）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④（沿海港口、内河港口） 

1.填报主体。本报表填报主体一般为交通运输、港口管

理等相关部门填报沿海和内河港口公共设施等;水利等相关

部门填报防洪潮工程、治涝工程等项目。 

2.指标解释。 

（1）沿海港口。 

沿海港口：沿海港口指沿海岸线（包括岛屿海岸线）分

布的港口及位于江、河入海处受潮汐影响的港口。 

码头泊位：反映码头泊位的个数和价值。码头是指供船

舶停靠、装卸货物或上下旅客的水工建筑物。泊位是指供一

艘设计船舶安全停靠并进行作业所需的水域和空间。 

仓库堆场：反映仓库堆场的面积和价值。仓库堆场是指

供通过港口的货物暂时存放保管的建筑物和露天场地。 

其他港务设施：反映其他港务设施的价值。其他港务设

施是指除码头泊位、仓库堆场以外的其他港务设施，包括防

波堤、锚地、进出港航道、铁路专用线、运输管道、滚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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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桥、港口道路、进出港道路等。 

（2）内河港口。 

内河港口：内河港口指沿江、河、湖泊、水库分布的港

口。 

码头泊位：反映码头泊位的个数和价值。码头是指供船

舶停靠、装卸货物或上下旅客的水工建筑物。泊位是指供一

艘设计船舶安全停靠并进行作业所需的水域和空间。 

仓库堆场：反映仓库堆场的面积和价值。仓库堆场是指

供通过港口的货物暂时存放保管的建筑物和露天场地。 

其他港务设施：反映其他港务设施的价值。其他港务设

施是指除码头泊位、仓库堆场以外的其他港务设施，包括防

波堤、锚地、进出港航道、铁路专用线、运输管道、滚装连

接桥、港口道路、 

（七）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⑤（防洪（潮）工程、治涝

工程） 

1.填报主体。水利等相关部门填报防洪（潮）工程、治

涝工程体系等项目。 

2.指标解释。 

（1）防洪（潮）工程：指为控制或抗御洪水以减免洪灾

损失而修建的各种工程。主要包括防洪堤、防潮堤、分洪工

程、河道控制工程等。 

（2）治涝工程：指为了排除涝区内多余降水，防治涝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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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而修建的各种工程，包括排水河道、排涝泵站、排水闸

等。 

（八）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⑥（灌溉工程、引调水工程） 

1.填报主体。 

水利等相关部门填报灌溉工程、引调水工程系等项目。 

2.指标解释 

（1）灌溉工程：指从水源取水并输送、分配到田间的整

体灌溉设施。包括渠首工程、输配水工程和田间工程三部分。

由渠首枢纽、渠道、泵站、水闸、渡槽、倒虹吸、调蓄水库、

塘坝等组成。本处灌溉工程第二级分类中的调蓄水库为在灌

区中发挥水量调蓄作用的水库工程，总库容应大于或等于 10

万 m
3
，对于小于 10 万 m

3
的列为塘坝。田间工程多为集体或

个人所有，不纳入水利公共基础设施灌溉工程中统计。 

（2）引调水工程：指为满足供水、灌溉、生态需水要求，

兴建的跨水系、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引调水工程第二

级分类中的调蓄水库为在引调水工程中发挥水量调蓄作用

的水库工程，总库容应大于或等于 10 万 m
3
。 

（九）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⑦（农村供水工程、水力发电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水库工程、水文基础设施） 

1.填报主体。水利等相关部门填报灌溉工程、引调水工

程系等项目。 

2.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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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供水工程：指向农村的乡镇、村庄等居民点

和分散农户供给生活和生产等用水，以满足村镇居民、企事

业单位日常用水需要为主的集中式供水工程。 

（2）水力发电工程：指为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将水能

转换为电能而修建的工程建筑物和机械、电气设备以及金属

结构的综合体，主要为水电站。 

(3)水土保持工程：指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

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工程措施。本方

案水土保持工程，主要为沟壑治理工程，包括沟头防护、淤

地坝、谷坊坝等。 

(4)水库工程：指在河道、山谷或低洼地带修建挡水坝

或堤堰形成的具有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功能的水利工程，总

库容应大于或等于 10 万 m
3
。不包括灌溉工程、引调水工程

中的调蓄水库。 

(5)水文基础设施：指为满足水文生产所必须建设的设

施。包括各种水文要素观测基础设施、测验断面设施等。 

（十）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⑧（市政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城市道路、城市桥梁、

地下综合管廊、园林绿化、供水设施、城市燃气设施、集中

供热、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等。 

1.填报主体。本报表填报主体一般为：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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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体育等相关部门。 

2.指标解释。 

（1）城市轨道交通：指采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

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浮、

自动导向轨道、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2）城市道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

定技术条件的道路及其附属设施。 

（3）城市桥梁：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

定技术条件的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4）地下综合管廊：地下综合管廊分干线管廊、支线

管廊、缆线管廊 3 类统计，数量单位均为公里。地下综合管

廊是指在城市地下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

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包括干线管

廊、支线管廊、缆线管廊。干线综合管廊指用于容纳城市主

干工程管线，采用独立分舱方式建设的综合管廊。支线综合

管廊指用于容纳城市配给工程管线，采用单舱或双舱方式建

设的综合管廊。缆线管廊指采用浅埋沟道方式建设，设有可

开启盖板但其内部空间不能满足人员正常通行要求，用于容

纳两种以上管线的管廊。 

（5）园林绿化：园林绿化主要统计城市绿地，根据《城

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城市绿地包括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区域绿地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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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水设施：取水、输水、水质净化和配水等设施

和附属设施的统称，不包含水库等水源类工程设施。供水输

配设施是取水、输水和配水等设施和附属设施的统称，本表

只统计供水管道长度。水厂指水质净化厂（即自来水厂）。 

（7）城市燃气设施。厂站是人工煤气生产厂、燃气储

备站、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加气站、灌装站、供应站、

调压站等的总称。管道指市政燃气管网。 

（8）集中供热。集中供热是指从一个或多个热源通过

供热管网向城市或其中某些区域热用户供热，集中供热设施

主要包括热源、输配管网（一级网、二级网）和热力站等。 

（9）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

是收集、输送、处理、再生和处置污水、雨水的工程中的管

道、构筑物和设备等的统称。收集设施指收集管网及附属设

施，本表只统计排水管道长度。污水处理厂指污水处理、再

生利用及污泥处理处置的设施。 

（10）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场）

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厂及其他形式的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公共厕所指由市容环卫部门设置的供公

共使用的厕所。 

（11）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举办

的，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公益性的图书馆、

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站)、科技馆、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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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等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 

(12)其他市政基础设施：是指除上述市政基础设施外的

市政设施。 

（13）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是指公共基础设施中除交通、

水利、市政以外的其他基础设施。 

（十一）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⑧（其他公共基础设施） 

1.填报主体。本报表填报主体一般为涉及到其他公共基

础设施的相关部门。 

2.指标解释。是指公共基础设施中除交通、水利、市政

以外的其他基础设施。 

六、文物文化资产情况表 

（一）填报主体。各级文物部门仅负责填报本系统内文

物相关数据。 

（二）计价方法。文物文化资产的登记入账核算按照《政

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中“文物文化

资产”的规定执行。文物文化资产报表原则上按照账面价值

进行计价。对于应当确认为文物文化资产，但已确认为固定

资产等其他资产的，应当将该资产按其账面余额在文物文化

资产报表反映，并按已入账进行标识。通过购买、拍卖等方

式取得的文物资产存在账面价值的，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计

价。有相关凭据的，应当按照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相关

税费、运输费等确定；没有相关凭据但依法经过资产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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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量金额应当按照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

定；没有相关凭据也未经评估的，其计量金额比照同类或类

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加上相关税费、运输费等确定。对可移动

文物资产，如兼具“固定资产”科目的文物及陈列品属性和

“文物文化资产”科目属性的，应重分类，填列“文物文化

资产”报表。对不可移动文物，无论其用途，均应填列“文

物文化资产”报表。 

在本单位会计账簿中的“文物文化资产”科目中反映的，

应在报表“其中：已入账”中填列已入账数量，同时，在资

产价值栏填列具体价值。对于文物文化资产不能确定价值

的，在文物文化资产情况表中“不可确定价值”栏目中，填

写“0”。 

（三）指标解释。 

（1）不可移动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

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

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

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省级、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的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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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

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 

（2）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

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

贵文物、一般文物和未定级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

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3） 其他。是指除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以外的

其他文物文化资产。 

七、保障性住房情况表 

（一）填报主体。由住建等部门填报。 

（二）计价方法。公租房的登记入账核算按照《政府会

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中“公租房”的规

定执行。有账面价值的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计价。没有

价值的可以按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公允价值等方法进行

计价。   

在本单位会计账簿中的“保障性住房”科目中反映的，

应在报表“其中：已入账”中填列已入账数量，同时，在资

产价值栏填列具体价值。 

（三）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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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租房：是指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

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

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公租房。公租

房可由政府投资，也可以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力量投

资。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

〔2013〕178号）规定，从 2014年起各地公租房和廉租房并

轨运行，统称为公租房。 

（2）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

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供应，政府持有的（含共有产权）具有保障性质的

政策性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房满 5年可转让，但

应按照规定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政府具有优先回购权。 

本次填报不涉及“限价商品房”“棚改安置住房”。 

八、受托代理资产情况表 

（一）填报主体。由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和单位填写。其

中，罚没物资由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填报；填报范围

不包括归属于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资产。 

（二）计价方法。 

本报表填基金余额或缴存余额。在本单位行政事业会计

账簿中的“受托代理资产”科目中反映的，应在报表中填列。 

（三）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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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托转赠物资：接受委托人委托需要转赠给受赠

人的物资。 

（2）受托存储保管物资：接受委托人委托存储保管的

物资。 

（3）罚没物资：是指执法机关依照现行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经一定程序裁定后，依法收缴但尚未上缴国库

的各类可以货币计量的财物。办案过程中的暂扣物资不属于

罚没物资。 

（4）其他代管资产：其他未列明的受托代理资产。 

九、其他行政事业性资产情况表 

（一）填报主体。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填报；外汇储备由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填报；接收非

定向捐赠资产由民政、红十字会等部门填报；接收的定向捐

赠资产存量由接收单位填报；政府储备土地由自然资源部门

等部门填报；住房公积金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填

报；社会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等部门填报。 

（二）计价方法。本报表有账面价值的资产,按照账面

价值进行计价。没有价值的可以按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

公允价值等方法进行计价。在本单位行政事业会计账簿中反

映的，应在报表“其中：已入账”中填列。 

（三）指标解释。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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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负责管理的，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

金及股权资产（不包括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涉及

的企业国有股权及资金）、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

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补充、调剂的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

金。 

（2）外汇储备：是指为了应付国际支付的需要，各国

的中央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所集中掌握的外汇资产即外汇

储备。 

（3）接收非定向捐赠资产：是指部门和单位接收的非

定向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 

（4）接收定向捐赠资产：是指部门和单位接收的有指

定捐赠对象的资产。 

（5）政府储备土地：是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部门为实现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目标，依

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的土地。 

（6）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是指截至年度末缴存总额

（包括应付给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结转利息）扣除累计提取额

后的金额。 

（7）社会保险基金：是指为了保障保险对象的社会保

险待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由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分别

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缴纳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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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社会保险基金是国家为举办社会保险事业而筹集

的，用于支付劳动者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

时所享受的保险金和津贴的资金。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

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

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8）其他资产：其他未列明的其他行政事业性资产情

况。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915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