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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1可基本情況

一、部「可主要取責

(一 )似汀仝市財税友晨哉略、規女1、 政策和改革方案

井俎須実施。分析預瀕1宏規埜済形勢,参々似汀仝市宏規笙

済政策,提出近用財税政策実施宏規渭控和鰊合平衡社会財

力的建洪。似汀市与芸 (市 )区、政府有企立的分配IEX策 ,

完善鼓励公益事立友晨的財税IEX策 。

(二 )起草仝市財IEX、 財券、会汁管理的地方性法規、

規章草案井監督執行。

(三 )久 責管理仝市各項財政1文支。編+1年度市須財I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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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決算草案井姐須机行。俎須似資姪費升支林准、定額,負

責常核llL隻部11(単位 )年度預決算。受市政府委托,向 市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扱告仝市和市象財政預算、執行和

決算等情況。負責政府投資基金市須財政出資的姿声管理。

久責市須預決算公汗。仝面推逃預算須数管理工作。

(四 )接分工負責JEA府 ♯税 1交入管理。負責政府性基金

管理,按規定管理行政事立性 1交 費。管理財政票据。接規定

管理彩票資金。

(五 )須須似汀仝市財政国岸管理十1度 、国岸集中1交付

制度,指 早和監督市象国庫立券,接規定汗晨国庫現金管理

工作。似汀政府財券報告編+1亦法井俎須実施。負責似資政

府釆殉+1度 ,端キ1市 須政府釆殉預算井監督管理。

(六 )依法似資和机行地方IEX府債券管理tll度和亦法。

久責管理地方政府債余額限額。統一管理政府外債,似資基

本管理制度。

(七 )根据市政府授枚,集 中統一履行市属功能炎公益

炎企立国有資声利市属国有金融資本出資人取責。接照規定

対需要出資人決定的重人事項提出意見。按照規定枚限久責

企並党的建浚和企立頷早人員相美管理工作。

(八 )牽共編tll国 有資声管理情況報告。似資市属功能

炎公益炎企立、文化企立国有資声管理牛1度和国有金融資本

管理制度井俎須実施。似資金市行IEX事立単位国有姿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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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tll度及相美林准井俎鉄実施。似河需要仝市統一規定的

升支林准和支出政策。編tll市須行政事立単位国有資声殉畳

預算。

(九 )負 責常核井
'E,こ

名tll仝市国有資本姪菅預決算草

案。似汀国有資本た菅預算tll度 和亦法,1交取市本鉄企立国

有資本 1交 益。似資企立財券tll度 井俎鉄実施,負 責仝市財政

預算内行IEA事 立単位和社会困体的♯貿易外,E管 理。

(十 )久 責常核,E恙 編tll仝市社会保隆基金預決算草案,

会同有美部日似資資金 (基金 )財券管理制度,承担社会保

隆基金財政監管工作。

(十 一 )久 責亦理和監督市須財IEX的 姪済友展支出,市

象IEX府 性投資項目的財IEA抜款,参均似定市象基建投資有美

政策,似河基建財券管理十1度。承担預算投資坪常管理工作。

牽共建立IEA府殉采服券工作机lll。

(十 二)負 責管理仝市会汁工作,監督利規疱会汁行力,

須須実施国家統一的会汁十1度。久責指早
～

監督注冊会汁りT

和会汁りT事券所的立券,指 早和管理社会常汁。依法管理資

声坪借有美工作。

(十 三)倣好己取消行政常批事項的服券和監管工作。

(十 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亦的其他任券。

(十五 )美子机美事立単位逃人同題的取責分工。市委

机杓編十1委 員会亦公室根据用人単位編牛1余快和編tll結 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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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逃行縮tll常 核,核友机杓編tll常 核通如単,井在用人単

位亦理入戒編手数后出具入城編通知単。4El美部日免机杓編

十1常 核壇知単和入城端通如単等亦理人員永用、聘用 (任 )、

凋配、工姿核定、社会保障等手数。

二、内没机杓及下属単位

内浚机杓:亦公室、俎須人事人、十支1財券丈、預算人、

国岸丈、預算鏡数管理丈、宗合丈 (清理規疱津ネト貼管理亦

公室 )、 行IEAIEX法 人、教育事立炎、科技文化た、名済建浚

人、水立水村人、社会保障人、自然資源人、城市定没人、

企立丈、服券立た、功能炎公益炎企並国有資声監管炎 (国

有金融資本監管丈 )、 IEA府釆殉監督管理亦公室、税政炎(条

法人 )、 政府債券管理亦公室、資声管理丈 (邦 州市人民政

府清声核姿亦公室 )、 会汁人、財政監督栓査亦公室、机美

党委、高退休千部工作丈。

下属単位:邦州市預算鏡残汗介中lむ 、邦州市財政局資

声管理中′む、邦州市財IEX局 投資坪常中′む、邦州市財政局財

IEA科学研究所、邦州1市注般会汁りTllT会、邦州市財政監督栓

査一所、邦州市財IEA監督栓査二所、邦州市財政監督栓査三

所、郎州市財政監督栓査四所、邦州市市象財IEX国 岸支付中

」む、邦州市財政信 `息 中lむ 、中原土地儲各中Iむ 、邦州市投資

融資央策服券中′む。

三、人員杓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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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1机美及リヨロ預算管理単位人員共有編tl1 378人 ,其

中:行 IEA編 制 155人 ,事立編tl1 223人 ;在取取工 324人 ,

高退休人員 H9人等。

四、牟輌杓成情況

裁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本部11共有キ輌 7輌 ,其中:

一鰺 券用キ 7輌。

第二部分 2020年部門預算公升情況悦明

一、1文入預算悦明

2020年 1文入預算 836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預算 8366

万元 (財 IEX抜款 7416万元、納入預算管理的行政事立性 1交

費1文入 950万元、寺項1丈入 0万元、国有姿声資源有僕使用

1丈入 0万元、其他 1交入 0万元 ),IEX府性基金 1交入 0万元 ,

特移支付牧入 0万元。

二、支出預算悦明

2020年支出預算 8366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5804万元 ,

項目支出2562万元。

(一 )接功能科曰分炎,包括一般公共服券支出6990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738万元,工生健康支出214万元 ,

住房保障支出424万元。

(二 )接支出用途分炎,包括基本支出 5804万元,其

中:工姿福不1支 出4306万元,商 品利服券支出126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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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今人和家庭ネト助支出234万元;項 目支出2562万元。

(三 )主要項目:包括財政管理立券工作径費、財政監

督均坪介工作埜費、大項目汗常工作錘費、♯税票据印Fll費 、

会汁寺立技木姿格考拭工作姪費、金財工程図絡升友均近行

象が変費、政府釆殉菅商不境仇化埜費、注III会汁りT考拭エ

作笙費。

三、預算1文支増減変化情況

(一 )財政抜款枚入史出萩算′き体情死焼明

2020年 一般公共預算牧支萩算 8366万元,政府性基金

牧支預算 0万元。与 2019年預算相じヒ,一般公共萩算牧支

預算増加 786万元,主要足人員工姿和項目支出増カロ。政府

性基金1文支預算,増加 (城少 )0万元。

(二 )一般/AN共預算史出萩算情死焼明

2020年 一般公共萩算支出預算 8366万元,主要用子以

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券支出6990万元,占 83.55%;、 社会

保障和就立支出738万元,占 8.82%;工 生健康支出214万

元,占 2.56%;住房保障支出424万元,占 5,07%。

(二 )一般/AN共預算基本史出預算情死焼明

2020年 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預算 5804万元,其 中:

人員径費 4540万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資、津貼ネト貼、飲

妓工資、高退休費、社会保障敷費、住房公私金等;公用督

費 1264万元,主要包括:亦公費、印昴1費 、水費、屯費、

由

`屯

費、IIn暖費、物立管理費、差旅費、準修(伊 )費 、会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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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公券接待費、労券費、二会径費、福不1費 、公券用キ込

行筆ゲ費、其他交適費用、其他商品
～
服券支出、亦公浚各

殉畳等。

(四 )政府ll■ 基金史山預算情死焼明

2020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預算 0万元。

(工 )“二/AN"経 費史由預算情死焼明

2020年“三公"姪費預算 34。31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 (境 )費 0元。

2.公券用キ殉五費 0元 ,公券用キ近行筆ゲ費 33.8万

元,主要用千升晨工作所需公券用率的燃料費、準修費、辻

路ミ杯費、保陰費支出。公券用キ胸畳費萩算数じヒ2019年

増加 (戒少 )0万元。公券用キ近行象ゲ費預算数♭ヒ2019

年城少 0。2万元,主要原因足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圧縮三公

汗支。

3.公券接待費 0。 51万元,主要用千按規定升支的各炎

公券接待 (合タト典接待 )支 出。預算数♭ヒ2019年戒少 0。49

万元。主要原因足机行中央八項規定,圧縮三公升支。

四、机美這行経費安劇卜情況悦明 :

2020年 ,込行姪費安引11264万元,主要用千机美及 13

今二須机杓正常込特及履取需要,其 中:亦公費 130.4万元、

印Fll費 15万元、水費 15万元、屯費 85万元、由F屯 費 o.5

万元、IEx暖 費 60万元、物並管理費 260万元、差旅費 170

万元、準修 (ゲ )費 160万 元、会決費 48万元、公券接待費

0.5万元、労券費 5万元、工会姪費 41万元、福不1費 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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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弁用キ近行象伊費 33.8万 元、其他交週費用 166.8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券支出 50万元、亦公没各殉畳 10万元

等。しヒ上年戒少 129万元,主要原因足接照上象文件規定 ,

圧城退行径費年初部日預算。

五、支出預算経済分癸情況悦明

接照《財IEA部 美子印友<支 出笙済分炎科曰改革方案>的

通知》(財萩 〔2017〕 98号 )要求,及 2019年起仝面実施支

出姪済分炎科曰改革,根据政府萩算管理和部日預算管理的

不同特点,分没部11萩算支出笙済分炎科曰和政府預算支出

姪済分炎科曰,両套科目え同保持対立美系。根据埜済分美

科曰改革要求,我局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表》接両套笙

済分炎科曰反映全部萩算支出。

六、政府采殉情況

2020年政府釆殉預算 190.4万元,共 中:政府釆殉貨物

支出10.4万 元,政府釆胸服券支出 180万 ,具体釆殉明如

女口下。

1.屯肺炎共 9.4万元,其 中:台 式屯脳,単介 0。 5万

元,数量 14今 ,共汁 7万元;便携式屯肺,単介 0.8万元 ,

数量 3企 ,共汁 2.4万元;

2.激光打印机,単介 0.25万元,数量 4企 ,共汁 1万

元;

3.票据印昴1,1批 ,180万元。

七、国有資声占用情況悦明

-9…



裁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本部日共有卒柄 7輌 ,其中:

一般公券用キ 7輌 ;単介 50万元以上通用浚各 8合 (套 ),

単位介伽 00万元以上を用浚各 0合 (套 )。

八、預算墳数目林等預算鏡数情況悦明

我局預算鏡数項目共 8企 ,洋兄附件預算項目鏡数日林

表。

九、寺項特移支付項目情況

我局元寺項特移支付項目。

十、空表情況悦明

1.IEX府 性基金預算支出情九表。空表的主要原因足没

有政府性基金立券。

2.国 有資本径菅萩算支出情汎表。杢表的主要原因足

没有国有資本径菅立券。

第二部分 名飼解群

1.机美込行径費。力保障行政単位 (包 括参照公券貝

法管理的事立単位 )逐行,用 一般公共預算抜款安劇卜用千殉

采貨物和服券的各項資金,包括亦公及印Fll費 、由「屯費、差

旅費、会洪費、福不1費 、日常象修費、亦公用房水屯費、亦

公用房取吸費、亦公用房物立管理費、公券用キ近行象ゲ費

以及其他費用。

2.“ 三公"径費 。幼入省財政預算管理的 “三公 “径費,

足指用一般公共萩算抜款安羽卜的公券接待費、公券用卒殉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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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込行象伊費和因公出国 (境 )費 。其中,公券接待費反映

単位接規定升支的各炎公券接待支出;公券用キ賄畳及近行

費反映単位公券用キキ輌殉畳支出 (合キ輌胸畳税 ),以及

燃料費、準修費、保隆費等支出;因公出国 (境 )費反映単

位公券出国 (境 )的 国豚旅費、国外城市同交垣費、食宿費

等支出。

3。 一般公共服券支出:指 JEX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券的支

出。女口市財政局保障机杓正常近装、汗晨財政管理活功所友

生的基本文出和項目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指政府在社会保障々就立方面

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々就立管理事券、民IEX管 理事券、財

政対社会保隆基金ネト助、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体、企立改革ネト

助、就立ネト助、枕ll■ 、退役安畳、社会福不1、 戎疾人事立、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文書生活救助、笙十学会事券

等。

5。 医庁工生支出:指政府医庁工生方面的支出。包括医

痛工生管理事券支出、公立医院、基晨医症工生机杓支出、

公共工生、医庁保障、中医方、食品和葬品監督管理事券等。

6.住房保障支出:指 IFX府用千住房方面的支出。包括保

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城多社区住宅支出等。

女口行政事立単位接照国家政策規定向取工敷幼住房公秋金

等。

7.亦公費:反映単位賄共日常亦公用品、ギ扱染志等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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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印昴1費 :反映単位的印lll費支出

9。 水費:反映単位的水費、汚水丈理費等支出。

10.屯 費:反映単位的屯費支出。

11.由F屯 費:反映単位升支的信函、包慕、貨物等物品

的由F寄費及屯活費、屯扱費、侍真費、図絡壇派費等。

12.取 吸費:反映単位取暖用燃料費、熟力費、炉具賄

畳費、銅サ1臨 時工的工姿、市煤火以及由単位支付的未実行

取工住房釆暖ネト貼改革的在取取工和高退体人員宿合IIn暖

費。

13.物 立管理費:反映単位升支的亦公用房以及未実行

取工住宅物立服券改革的在取取工和高退休人員宿合等的

物立管理費,包括妹合治理、録化、工生等方面的支出。

14.差旅費:反映単位工作人員国 (境 )内 出差友生的

城市同交壇費、住象修 (ゲ )費

15。 象修 (が )費 :反映単位日常升支的固定姿声 (不

包括キ船等交ミエ具 )修理利筆伊費用,図 絡信′息系筑近行

均筆学費用,以及接規定提取的修胸基金。

16.会洪費:反映単位在会洪期同按規定升支的住宿費、

侠食費、会洪場地租金、交週費、文件印昂1費 、医葬費等。

17.労券費:反映支付分外単位和企人的労弁費用,女ロ

1臨 叶聘用人員、仲点エエ姿、稿費、翻澤費、坪常費等。

18.工会姪費:反映単位接規定提取或安劇卜的工会経費。

19.福不1費 :反映単位按規定提取的福不1費 。

…12¨



20。 其化交通費用:反映単位除公券用キ近行筆伊費以

史的其他交ミ費用。女口公券交邁ネト貼、租キ費用、出租キ費

用、■机、船等的燃料費、準修費、保隆費等。

21.其他商品和服券支出:反映上述科日未包括的日常

公用支出。女口訴松費、国内俎家的会員費、来労費、片告宣

侍費以及高体人員特需費、高退休人員公用径費等。

第四部分 附表

1.部 日1交支′こ体情況表

2.部 111文入′こ体情況表

3.部 日支出′こ体情況表

4.財政抜款 1文支,こ体情況表

5。 一般公共萩算支出情汎表

6。 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情汎表

7.一般公共萩算“三公"径費支出情況表

8.IEA府性基金預算支出情況表

9。 国有資本笙菅預算支出情九表

10。 政府釆胸預算表

H.預算項目妖妓曰林表

-13-



邦州市財政局部門牧支恵体情況表

1文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額

一、一般公共預算 83,655,476 一、基本支出 58,036,476

1、 財政抜款 74,155,476 1、 工資福利支出 43,052,616

2、 寺項1文入 2、 対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支出 2,342,890

3、 行政事立性牧費1文入 9,500,000 3、 商品服努支出 12,640,970

4、 国有資源資声有僕使用牧入 4、 資本性支出

5、 其他一般公共預算 1文入 二、項 目支出 25,619,000

二、政府性基金預算 1、 社会事立和径済友展項 目

二、国有資本径菅預算 2、 債雰項目

四、財政寺声管理的♯税 1文入 3、 基本建没項 目

五、其他各項1文入 4、 其他項 目 25,619,000

六、上象特移支付

本年 1矢入合汁 83,655,476 本年支出合汁 83,655,476



邦州市財政局部

'1牧

入恵体情況表
単位:元

科 目編硝

単位 (科 日名称 ) 合汁

一般公共預算

政府性基金

預算

国有資本径

菅預算

財政寺声管理

的ヨFttlll入

其他各 ImA牧

入

上級特移支

付
癸 款 項 小it

其中:財政抜

款

合ti 83,655,476 83,655,476 74,155,476

327001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 83,655,476 83,655,476 74,155,476

行政透行 (興オ政事勢 ) 43,638,764 43,638,764 43,638,764

一般行政管理事分 (財政事努 ) 17, 150,000 17, 150,000 7,650,000

信虐、化建没 (1オ 政事各) 950,000 950,000 950,000

()8 財政委托Jレ 各支出 7,519,000 7,519,000 7,519,000

事立透行 (財政事勢 ) 640,090 640,090 640,090

行政単位高退休 2,300,890 2,300,890 2,300,890

机美事 Lヽ単位基本芥老保隆数費支出 5,037,643 5,037,643 5,037,643

其他仇托文|11 42,000 42,000 42,000

11 行政単位医庁 2,141,000 2,141,000 2,141,000

住房公秋金 4,236,08tJ 4,236,089 4,236,089



邦州市財政局部 1可 支出恵体情況表
単位 :元

科目編偶

単位 (科 日名称 ) 合 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癸 款 項 小汁 工資福利支出
対介人和家庭
的ネト助支出

商品服雰支出
資本性支

出
小 汁

社会事立和姪

済友展項目
債努政日 基本建没項目 其他項目

合il 25,619,llll(

郎州市ll政 局机夫 83,655,47( 58,036,17( 2,342,89(

行政遣行 (財政事雰 )

一般行政管理事労 (1オ 政事努 ) 17,150,00(

信月、化建没 (財政事発 ) 950,00(

財政委子Lヽレ雰支111 7,519,()()(

事 1ヒ 退行 (財 政41各 )

行政単位高退体

机美事 レヽ単位 ltt tt l.老 保陰微費支出

其他仇托支出

行政単位医療

住房公秋金



邦州市財政局財政披款牧支恵体情況表

1文入 支 出

項 目 金額 項 目

一、一般公共預算 83,655,476 一、基本支出 58,036,476

1、 財政披款 74,155,476 1、 工資福利支出 43,052,616

2、 寺項1文入 2、 対介人和家庭的ネト助支出 2,342,890

3、 行政事立性1文 費1文入 9,500,000 3、 商品服雰支出 12,640,970

4、 国有資源資声有僕使用1文入 4、 資本性支出

5、 其他一般公共預算1文入 二、項目支出 25,619,000

二、政府性基金預算 1、 社会事並和径済友展項目

三、国有資本姪菅預算 2、 債努項目

3、 基本建没項目

4、 其他項目 25,619,000

本年1文入合汁 83,655,476 本年支出合it 83,655,476



邦州市財政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表

Fr位 (科 日名称 )

行政返行 (財政事勢 )

一般行政管理事努 (財政事 努 )

信息化建没 (財政事雰 )

財政委托立券支 IP.

事上近行 (財政事 み )

机夫事並単位基本弄老保陰敷費支出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FI‖ 堀鶴

合汁

炎 款 項 小 汁

~「
作 ネ■禾Jす

対今人和家
小十

社会事 2ヽ和径

済友展項目
債努項目 基本建没項目 其他項 目

出
鷹 II・督 Pり 又

出

合キ| 83.655,476

2,342,89( 12.640,970
郎州市財政局机夫 83.655,476 58,036.47で

17.150,00(

7,519,000

行政単位萬退体

共他伐枕支 Jl 42,00(

行政単 l・ 1浜庁

住房公秋金



邦州市財政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表
単位 :元

部「J預算経済分癸 政府預算盗済分癸

合 十

基本支出 項 目支出

癸 款 科日名称 癸 款 科 日名称 小十
工資福利支

出

対今人和家

庭的ネト助支

出

商品服努支
出

資本性

支出
小 lt

社会事 Jセ 和

経済友展項

目

債努項日
基本建没項

目
共他政 H

合 |ヽ 58,036,47( 4(3,052,6

基 本 I:資 11資 芙金津ネト貼 行政

基本 ::資 |:資 福利支出 事立 1,081,75, 1,081,751

:「 興古イト興占 1:資 業金津ネト貼

`予

政

ll貼 ネト0.l

「
資福利支出_事 」ヒ

翁数 ::資 工資福利支出 事立 485,98( 485,98〔

机人事 レヽ単位基本芥老保K 社会保障微費_行政

取 :基 本医庁保陰織費 社会保障微費_行政

其他卒l ft保 障級費 社会保障敷費 行政 201,50`

庄房公秋金 住房公秋金_行 政 4,236,08,

亦公費 亦公径費 行政

彙〕昴1投 亦公簗費_行 政

苔 ltl費 委托並各安_行 政

水 費 方公螢費_行政

FL費 亦公簗費 行政

‖ドL″ 亦公簗費 行政

■01安 亦公祭費 行政

Flヽ 1午:理 女 亦公姪費_行 政 2.600,00(

イ旅費 亦公姪安 行政 1,700,00( 1,700,00(

生1参 (ウ
1)タ 維修 (伊 )費 行政 4,411,00( 4,411,00(

会波安 会峡費 行政

公丼接待費 さ努接待安_行政 5,10(

芳雰費 委托並労費 行政 7,300,00C 50,()0(

27 委托並各安 委托並努費_行 政 8,794,00( 8,794,00(

工会径安 か公贅費 行政 410,00(

福利費 ,()2 か公多安 _行 政

公努用準這行維伊費 公努用準遣行猛伊費

`f政
其他交通費用 亦公姪費 行政

氏他商品和服努支出 其他商品和服雰支出 行政

質休費 高退体費 367,88( 367,88{ 367,88(

こ体費 高退休費 l,933,00` 1,933,00` 1,933,00`



邦州市財政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表

部rJ預算経済分炎 政府預算盗済分癸

合 計

基本支出 政 目支出

癸 款 科 H名 称 美 款 科目名称 小十
工資福利支

出

対企人和家

庭的ネト助支

出

商品服勢支
出 岬凱

小汁

社会事J2和

経済友展項

目

債勢項 H
基本建没政

目
其他政 ‖

生活ネト助 社会福利●救助

あ公没各的置 皮各賄畳_行政



邦州市財政局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情況表

単位:元

部 |ヨ 預算経済分癸 一般公共預算

癸 款 科 目名称 小汁 其中:財政抜款

合 ‖ 58,036,476 58,036,47C

基本工資 13,073,520 13,073,52C

津貼ネト興占 17,876,868 17,876,868

須数工資 485,988 485,988

机夫事並単位基本弄老保陰敷費 5,037,643 5,037,643

取工基本医庁保陰数費 2,141,00C 2,141,00C

其他社会保障数費 201,508 201,508

住房公秋金 4,236,089 4,236,089

亦公費 1,304,01C 1,304,01C

印用1費 150,00C 150,00C

水 費 150,00C 150,00C

302 屯費 850,00C 850,00C

郎屯費 5,00C 5,00C

302 取暖費 600,00C 600,00C

物立管理費 2,600,00C 2,600,00C

差旅費 1,700,00C 1,700,00C



邦州市財政局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情況表

単位:元

部 1司 預算経済分癸 一般公共預算

癸 款 科 目名称 小汁 其中:財政抜款

鍵修 (押 )費 1,600,00C 1,600,00(

会波費 480,00C 480,00(

公各接待費 5,10C 5,10(

302 芳各費 50,00C 50,00(

工会簗費 410,00C 410,00(

福利費 130,00C 130,00(

公努用年送行窄榜費 338,00C 338,00(

302 其他交通費用 1,667,56( 1,667,560

其他商品和服勢支出 501,30( 501,300

萬休費 367,88〔 367,886

退休費 1,933,00“ 1,933,004

生活ネト助 42,00( 42,000

亦公没各賄畳 100,00( 100,000



単位:元

項 目 “三公"径費預算数

合  it 343,10C

1、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2、 公雰接待費 5,100

3、 公雰用卒費 338,00C

其中:(1)公各用準送行繊夕費 338,00C

(2)公勢年胸畳

邦州市財政局一般公共預算 “三公"径費支出情況表

注:按照党中央、国各院有美規定及部 1可 預算管理有美規定, “三公"経費包括因公出国 (境 )費、公雰用奪賄

畳及送行費和公努接待費。 (1)因公出国 (境 )費 ,指単位工作人員公努出国 (境 )的住宿費、旅費、伏食ネト

助費、余費、培切1費等支出。 (2)公努用牟賄畳及込行費,指単位公努用牟賄畳費及租用費、燃料費、笙修費

、述路述析費、保隆費、安全笑励費用等支出,公努用牟指用千履行公努的机功卒輌 ,包括飯早千部寺車、一般

公分用卒和拭法拭勤用牟。 (3)公努接待費,指単位按規定升支的各癸公各接待 (含外実接待 )支出。



邦州市財政局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情況表

科目編偶

単位 (科 目名称 ) 合サ|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癸 款 項 小 汁
工資福利

支出

対今人和

家庭的ネト

助支出

商品服雰

支出

資本性支
出

引′
‐
●

社会事並和

簗済友展項

目

債努項

目

基本建

没項目
其他項目

ffitllF.



邦州市財政局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支出情況表

単位 (科 目名

称 )

科 目編偶

合汁

基本支出 項 目支出

癸 款 項 小汁
福

出

資

支

工

利
颯擁脚抽

服

出

品

支

商

努 制対
小汁 辞畔灘醐

債努項

目

基本建

没項 目

其他項

目



単位 :元

項 目

采殉項 目 采殉目景 規格 汁量単位 采殉数量 金額
科目代偶

単位名称
癸 款 項

合汁
1,904,000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 ♯税票据印刷費 印刷、出版 批 1 1,800,000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 大項目坪申工作贅費 廿算机 ム
ロ

201 鄭州市財政局机夫 大項目坪市工作径費 打印机 ム
ロ

邦州市財政局政府采賄預算表

各注:按照政府采殉法律法規的規定,各部|]在満足机杓自身這籍和提供公共服雰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要向中小企並預日本部 l]年 度政府采殉項目預算恵額的30%以上:其中,預留給小型微型企立

的しヒ例不低干政府采賄項目預算恵額的20%。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須数日林表

(2020生再)

坂目名称 財政管理並各工作径費

単位編偶 027001 資金用途 並努癸

項目負責人 李九茶 朕系人 歌炸爽

咲系屯活 67180708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恵金額 2750000.OC 項日本年度金額 2750000.OC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0.00 項目上年度金額 0.OC

項目洋劉信息

項目概況

充分友揮参楳助手作用和繰合跡凋作用,倣好財政妹合事努、投資融資事努、財政科研事各、土

地倍各事分等財政政努工作,推遊財政事並科学跡凋友展。

立項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預算法》

《美子加張珠算心算倍承友展工作的意見》

《邦州市人民政府美子推声送用政府和社会資本合作

《土地脩各項目預算管理亦法 (拭行 )》

(PPP)模 式的実施意見》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財政管理是財政部|]的重要工作,炊財政汁支J的 笏制、執行到財政決算,都需要財政管理。財政

管理作力市1定和lyt行財政政策及法規、規疱財政美系及返行的行力,是整全国民経済管理活劫中

的重要狙成部分。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邦州市財政局財努管理方法》

《美

`州

市政府和社会資本合作項目管理哲行亦法》

《河南省土地備各哲行亦法》

《邦州市財政調査研究Jl作方案》

項目実施it剣

PPP項 目申if、 債努項目申汁、財政稔文坪じヒ、珠心算しヒ奏、預算申批並勢、税政律師谷洵等。

H月 前完成全部支出。

項目杓成

径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財政管理並雰工作多費 2750000.00

匁 注      |

項目妖数日林

項目恵目林

充分友揮参渫助手作用和家合い調作用,推逃財政事並科学切凋友展,倣好財政繰合事各、投資

融資事各、財政科研事努、土地ltI各事努等財政政雰:E作 。

年度猿数日林

充分友拝参謀助手作用和宗合柳凋作用,推逃財政事立科学切凋友展,倣好財政練合事各、投資

融資事努、財政科研事努、土地倍各事努等財政政雰工作,健全長数管理机制。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目林値

投入場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 理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n/努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規

財勢監控有数性 有数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各

政府来殉規疱性 規 疱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項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 量

反量 it支」完成率 100%

吋数 完成的及吋性 及吋

成本

数果目林

経済数益

社会数益

不境妓益

満意度 参与者満意度 90%

影噛カロ林

長数管理 長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資源

部i]跡助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官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須数日林表

(2020年 )

項目名称 財政監督与坪倫工作経費

単位編碍 027001 資金用途 立努癸

項目負責人 何愛珍 朕系人 張員

朕系屯活 67181405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意金額 2600000.00 項日本年度金額 2600000.OC

上年度項目忌金額 2600000.00 項目上年度金額 2600000.00

項目洋編信息

項目概況

1、 財政監督工作是国家経済監督的重要手段之―,是法律賦予財政部 l]的一項重要取責。力推避財
政監督工作有数逃行,我局制定了 《邦州市財政局年度財政監督栓査工作it曳J要 点》,明彿全年監
督栓査任勢和完成吋同,挽保高庚量完成全年栓査任 4・

・。
2、 似汗展財政内部監督栓査、全市会汁信息反量栓査、財政寺項資金額数汗倫和監督栓査、升展財
政部和省財政FI安引F的 皓吋性栓査工作。

3、 項目由市財政局監督亦狙奴実施 ,碗保栓査項目的順利有序推避。

立項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会汁法》 (主席今第24号 )

《財政部|]監督亦法》 (財政部今第69号 )

《財政部|]実施会す1監督亦法》 (財政部今第 10号 )

《財政達法行力赴罰処分条例》 (国 各院今第427号 )

《財政部 |]内 部監督栓査方法》 (財政部今第58号 )

《河南省財政監督方法》 (省政府 135号 今 )

《河南省政府羊税1文入管理条例》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力切実友拝財政監督在深入推避財税改革、有数執行財税政策、筆1/1財径秩序、服各姪済社会友展
大局的作用,深入升展財政各項監督栓査。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遵照 《財政部|]監督方法》 (財政部今第69号 )、 《財政部 |]実施会廿監督方法》 (財政部今第
10号 )、 《財政達法行力処罰姓分条例》 (国 努院今第427号 )、 《財政部 l]内 部監督栓査方法》
(財政部今第58号 )、 《河南省財政監督方法》 (省政府135号今)等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加張狙

奴飯早,成立栓査狙,碗保栓査工作的順利避行。

項目実施it剣

3月 扮-4月 扮升展財政内部監督栓査工作。

5月 扮-6月 扮升展全市会十1信息反量栓査工作。

9月 紛升展財政寺項資金須数坪伶和監督栓査工作。

按照財政部、省財政庁部署,升展寺項栓査工作。

項 目杓成
径済科 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財政監督与坪 介工作径費 2600000.00

各注 元

項目須数日林



項目恵目林
通述升展財政監督栓査工作,依法多Ч正和査赴達反財政、会汁法律法規及制度的行力,反映財政1欠

支管理和重要財政政策執行中的重大同題,提出加張財政管理的政策建波,規疱財政財努工作。

年度須数日林

栓査及吋性:及吋

財政政策落実程度:明塁規疱

K数監督栓査机制健全性:健全

人員到位率:100%
栓査梢案資料管理:健全

栓査的有数性:有数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目林値

投入与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理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財各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規

財秀監控有数性 有 数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 各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項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量 栓査項目今数 ン 4

反量

吋数

成本

数果目林

贅済敷益

社会数益 栓査完成率 100%

不境敷益

満意度

影的カロ林

長数管理

人力資源

部 |]切 助ヽ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官 栓査的有数性 有数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須数日林表

(20204F)

項目名称 大項目坪申工作経費

単位編偶 027001 資金用途 並努癸

項目負責人 張各豫 咲系人 越何清

咲系屯活 67181301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恵金額 7519000.OC 項日本年度金額 7519000.00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2330000.OC 項目上年度金額 2330000.00

項目洋銅信息

項目概況
根据省FT要求和財政坪申工作重心鶉移的遊度,通逆多紳有数手段秋板探索政府殉興服各引入社

会中介机杓参与坪申机制。汗市中心現来用自申和委托坪申井行的管理方式,炊而使中心的坪申

工作逐漸歩入有序高数的良性循不,大幅度縮短了項目的坪市周期,提高了坪申数率。

立項依据

《財政投資項目坪市操作規程》 (財亦建[2002]619号 )

《邦州市財政局夫千財政投資浮申中心招景聘用制坪申人員的清示》 (邦財投申 [2013]4号 )

《邦州市政府投資項目殉共中介机杓坪申服努管理哲行か法》 (邦財投申[2018]2号 )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随着邦州市財政資金投資方向的多祥性和投資規模的日益ゲ大,坪申中心所承亦的7n/政投資坪申

項目炊数量和資金規模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坪申疱園炊原来的社会基本建没項目和城市基

硼没施項目的坪申,己逐歩拡大到対交通、水利、城市智能化等多飯域項目的坪申。采用多紳方

式汗展財政投資坪市工作是財政資金規疱、安全、有敷使用的基本保iIE。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邦州市財政投資坪申管理亦法》

《邦州市財政投資浮市操作規程》

《邦州市財政局投資坪申中心聘用人員管理亦法》

《邦州市政府投資項目胸天中介机杓坪申服雰管理哲行亦法》

項目実施汁lll

1-6月 完成坪事項目60%,7-12月 完成40%

項目杓成
経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大項目澤市工作経費 7519000.00

各注

項目須数日林

項目恵目林
采取委托和自市井行方式及吋高数完成財政投資項目的坪申工作,保 IIE財政資金規疱、安全、有

数使用,減少項目釈圧。

年度笏敷目林
完成坪市項目600今 ,其中16月 完成恵項目的60%,712月 完成恵項目的40%。



一致指林 二坂指林 三級指林 目林値

投入与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 理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財各管理

財各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規

財努監控有数性 有敷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各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来殉規疱性 規疱

項目管理市1度健全性 健全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量 坪市政目数

瑛量 坪申項目反量 提 升

吋 数

成本

数果目林

経済数益

社会数益 項目完成率 100%

不境数益

満意度

影噛カロ林

後数管理 長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資源

部|]切助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t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須数日林表

(2020年 )

項目名称 ヨト税票据印刷費

単位編碍 027001 資金用途 並各癸

項目負責人 王冠旗 咲系人 曽逃

咲系屯活 67181103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意金額 1800000.OC 項日本年度金額 1800000.00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2000000.OC 項目上年度金額 2000000.OC

項目洋細信息

項目概況

、事立単位依法llk取♯税1文入的唯一合法免江。祟据姓負勇全雨財政果循田

管理工作,力保江我市ヨト税1文入征牧工作的升展,需按規定向省財政庁申飯財政票据,碗保我市

ヨト税牧入征1文工作的順利逃行。

立項依据
依据河南省/m/政庁豫財♯税[2014]14号 、豫財♯税[2014]17号 、豫財ヨト税[2012]23号文件規定支

付財政票据Fp刷 費。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財政票据是征1欠ヨト税1文入的先ilE,友 揮着 “以票控費、以票促牧"的作用。根据 《財政票据管理

亦法》,省級以下財政部i]負 責財政票据的申飯、友放等工作。我局票据楚負責邦州市財政票据

的申飯、友放等]:作 。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財政部70号今 《財政票据管理亦法》、 《河南省財政FT美子公布2014年財政票据印制企立名単和

印制倫格的通知》等。

項目実施ittll H月 前支出全年票据印昂1費。

項目杓成

経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税票据印漏1費 1800000.00

各注

項目恵目林

項目須数日林

保IIE我市行政事立単位的票据使用。

年度須数日林
保江我市行政事立単位的票据使用。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目林値

投入与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笏制合理性 合 理

預算資金至1位情呪 =100%

財勢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 規

財努監控有数性 有 数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各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項目管理市1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賄規茫性 合 規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量

辰量

吋数 印漏1票据及吋性 及吋

成本

敷果目林

経済数益

社会数益

不境数益

満意度 預算単位満意度 満意

影噛カロ林

検数管理 換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 全

人力資源

部l]跡助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官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鏡数日林表

(2020生F)

項目名称 会it青立技木資格考拭工作姪費

単位編碍 027001 資金用途 立努癸

項目負責人 王保因J 朕系人 文J畠

朕系屯活 67180305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恵金額 9000000.OC 項日本年度金額 9000000.00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7500000.OC 項目上年度金額 7500000.OC

項目洋刻信息

項目概況

会汁人オ是我国人オ臥伍的重要狙成部分,対我国社会径済持銭健康友展具有重要的意文。力促

遊我市経済友展,貫御落実 《会it行立中挨期人オ友展規支J(2010-2020)》 等文件精神,我市

需持察狙須会汁寺並技木資格考拭,加張会汁人オ臥伍建没,力我市社会径済快速友展服分。

立項依据
《会il寺並技木資格考拭暫行規定》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実行会汁寺立技木資格考武是社会経済友展、会汁人オ臥伍建没的需要。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項目由我局会汁処負責,成立邦州市会汁系列考努工作飯早小狙和元気化考拭安全性事件庄急処

理頷尋小狙,飯早小狙狙換力財政局局K巡新R,副狙K力副局換丁二勇、物静姻,下没か公

室,会汁処処長王保因J任飯尋小狙亦公室主任。

項目実施ittll

5月 須奴実施会it寺立技木資格初級元気化考拭 :

9月 狙須実施会汁寺立技木資格中奴元織化考拭。

項目杓成
経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会汁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工作経費 9000000.00

各注

項目笏数日林

項目恵目林
狙須逸抜仇秀会it寺立技本人オ。

年度綾数目林
園満完成会it初 、中級寺立技木資格元気化考拭。

一級指林 二象指林 三吸指林 目林値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理

預算資金至1位情況 三100%



投入与目林管理

財努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規

財努監控有数性 有数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各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項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政府采殉規疱性 規 疱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量 会it取称考拭根名人数 >100000

辰量
中須参考率 ン50%

初吸参考率 ン65%

吋数 考拭及吋性 及 吋

成本

数果目林

径済数益

社会数益 考拭人数増長率 8%

不境数益

満意度

影巾力目林

後数管理 後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資源

部11跡助

配套投施

信息共享

其宅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績数日林表

(20204「 )

項目名称 金財工程同絡升友与送行鍵夕径費

単位編偶 027001 資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項目負責人 宋逃怖 朕系人 王森茶

咲系屯活 67181001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恵金額 950000.OC 項日本年度金額 950000.OC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1722000.OC 項目上年度金額 1722000.OC

項目洋刻信息

項目概況
持鉄推逃全市財政立各的信息化建没,碗保財政管理系統的正常這鶉以及資声系統管理軟件的送

行 。

立項依据

《金財工程建没項日管理哲行亦法》

《財政部信息化圏絡建没管理方法》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保iI全市 (含具区)財政管理系統的正常送轄以及資声系銃管理軟件的日常送行。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邦州市財政局信息化建没管理規章制度》

項目実施 it剣
2020年 12月 底全部完成。

項目杓成
径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金財:|:程 FXXl絡 汗友句返行鍵榜経費 950000.00

各注

項目鏡数日林

項目忠目林 保iIE全市 (含具区)財政管理系銃的正常這特以及資声系銃管理軟件的日常返行。

年度須数日林 保正全市 (合具区〉財政管理系統的正常送装以及資声系銃管理軟件的日常送行。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目林値

投入与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 理

預算資金至1位情況 =100%

財努管理

財勢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財努監控有数性 有数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 規

項日管理

供庄商資庚符合程度 完各

監理規疱性 規 疱

項目唸牧規疱性 規 疱

項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系統透鍵規疱性 規 疱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 量

庚量

吋数 系統繊押及吋性 及吋

成本

蚊果目林

経済数益

社会数益 預算単位満意度 85%

不境数益

満意度

影哺カロ林

K数管理 後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資源

部l]切助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官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須数日林表

(20201F)

項目名称 政府采殉菅商不境仇化径費

単位編硼 027001 資金用途 立各癸

項目負責人 李笙工 咲系人 李鴻兵

朕系屯活 67180513

弄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恵金額 500000.00 項日本年度金額 500000.00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0.00 項目上年度金額 0.00

項目洋如信息

項目概況

菅造一流菅商不境是集衆友展要素、激友市場主体活力、促遊高辰量友展、推逃我市国際化現代

化的美鍵一着。通道避一/3-完 善与仇化屯子化政府采賄系統,張化政府来殉坪申寺家管理,提升

政府来賄代理机杓llt立水平和反量,不断仇化我市政府采賄飯域菅商不境,力我市菅商不境的仇

化提供助力和服努。

立項依据

《美子促逃政府采賄公平党争伐化菅商不境的通知》 (財庫[2019]38号 )

《河南省財政庁美子印友河南省財政系統菅商不境坪倫実施方案的通知》 (豫財殉 [2019]7号 )

《中共邦州市委亦公庁 美

`り

‖ヽ市人民政府亦公庁美子印友〈kll州 市菅商不境坪倫実施方案 (2019-

2021年 )的通知》 (邦亦[2019]26号 )

坂目没立的

必要性

りt化我市政府采殉頷域菅商不境。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項目由采賄亦負責,成立邦州市財政局菅商不境坪倫工作飯辱小狙 ,

長赳新民,副多1検力副局長]K予笙、忠会汁卿昌金尤,下没亦公室 ,

狙亦公室主任。碗保仇化菅商不境工作有序推逃。

飯早小狙狙K力市財政局局

来賄亦主任李狂IEl任頷早小

項目実施ittll

10月 狙須実施政府来殉代理机杓栓査 :

11月 狙須実施政府釆殉坪申寺家法律法規政策立各知惧考拭 :

2020年 12月 底前完成屯子化政府采賄系銃相美功能仇化、完善工作。

項目杓成

経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政府采殉菅商不境仇化径費 500000.00

各注

項目須数日林

項目恵目林
我市政府采殉飯域菅商不境的持数仇化。

年度綾数日林

現有屯子化政府采賄系統的仇化与完善:建立坪申寺家立努考核、哲停和退出机制:聘清第三方

服努机杓切助采殉亦加張代理机杓栓査工作力度和深度。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目林値

投入与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理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財努管理

財各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 規

財勢監控有数性 有数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各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項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量

反 量

吋数 系統伐化和相美工作升展及吋性 及吋

成本

数果目林

径済数益

社会数益 政府采殉飯域菅商不境灰量 伐化

不境数益

満意度

影的カロ林

挨数管理 換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資源

部11跡助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官



邦州市財政局机美支出項目鏡数日林表

(2020年 )

項目名称 注朋会汁卿考拭工作経費

単位編偶 027001 資金用途 並各癸

項目負責人 王莉好 朕系人 李編新

咲系屯活 67181116

升始吋同 2020-01-01 結束吋同 2020-12-31

項目患金額 500000.00 頂日本年度金額 500000.00

上年度項目恵金額 400000.00 項目上年度金額 400000。 00

項目洋銅信息

項目概況

随着社会的持銭友展,注朋会if師行並越来越受社会的夫注,参加注朋会汁師考拭的人員也逐年

逃増。注勝会汁岬考拭是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注朋会汁師法》没立的執立資格考拭,是 目前取

得中国注朋会汁卿執並資格的必各条件。

立項依据
《中国注勝会汁師跡会美子特友 (国 家改革委 財政部美子改革全国性取立資格考拭1欠費管理方

式的通知〉的通知》 (会切 [2015]47号 文 )

項目没立的

必要性

力了友拝注朋会汁りT在社会径済活動中的苓ilE和 服努作用,加張対注朋会汁師的管理,準搾社会

公共利益和投資者的合法枚益,促遊社会主文市場径済的健康友展。

項目配套

制度措施

《注朋会it師全国統一考拭突友事件庄急処理亦法》

《注朋会it姉全国統一考拭巡祝人員工作規只J》

《注朋会汁用全国統一考拭亦法》

項目実施it剣

6月 前完成注朋会汁岬考拭根名工作,9月 完成注冊会汁師考前机位栓査工作,10月狙須完成注朋

会汁師考拭。

項目杓成

経済科目名称 預算金額 (元 )

注朋会汁卿考拭工作経費 500000.00

各注

項目須数日林

項目意 目林
狙須逸抜合格的注朋会汁用,友揮注朋会if師在社会姪済活動中的釜IIE和服努作用。

年度績敷目林
完成注朋会汁卿考拭扱名工作,考前机位栓査工作,考拭多H須工作。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象指林 目林値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合 理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投入与目林管理

財努管理

財各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資金使用規疱性 合 規

財努監控有数性 有数

項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各性 完各

項目反量可控性 可控

項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殉規疱性 規疱

資声管理

声出目林

数量 考拭扱名人数 ン30000

庚量 踪合出考率 >30%

吋数 考拭及吋性 及 吋

成 本

数果目林

経済数益

社会数益 考拭人数増K率 5%

不境妓益

満意度

影噛力目林

K数管理 K数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資源

部「]切助

配套没施

信息共享

其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