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滨区洪山镇人民政府

2018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镇党委、政府：通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服务群众，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围绕农业、农村、农民搞好服务。促进城乡经济发展，

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

理，维护城乡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城乡和谐。

下设部门主要职责：1.党政综合办公室：主要承担镇党

委、政府日常事务；负责党务、政务公开工作；负责精神文

明建设、宣传工作；负责组织等工作；负责人事编制、档案

管理、目标考核等工作；协调各项中心工作；完成上级交办

的其他工作。2.人大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镇人大日常事务，

协助镇人大工委主任开展工作；负责人大办日常的宣传报道

工作；组织代表开展活动，为镇人大及其代表履行职责提供

服务；负责人大办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有关规章制度、纪律的

实施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3.经济发展办公室：

主要负责制定并实施本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制定镇村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村（居）民建房规划前置审批；负

责村（居）民建房及集体建设用地初审和监管实施，耕地保

护，土地动态巡查，地质灾害防治；负责产业发展、扶贫开

发、环境保护等工作；负责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负责协



调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4.社

会治理办公室（司法所）：主要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

访、维稳、反邪教等工作；负责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

服务及法律援助等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5.市场

监管所：主要负责辖区农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市场监

管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6.财政审计所：主要负

责镇财政财务工作；负责镇年度预决算编制；负责国有资产、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负责村级（社区）财务监管工作；负责

各类惠农资金和财政资金审计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

作。7.农业综合服务站：主要负责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气

象服务、森林防火工作；承担动植物防疫和畜牧兽医监管工

作；承担农业、林业、水利综合开发、技术推广、生产经营、

土地流转等相关服务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8.社

会保障服务站（文化综合服务站）：主要负责社会保险、养

老保险、福利救助、农村合疗等具体服务工作；承担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等具体服务工作；承担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科

技等工作；承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承担社区建设、拥军

优属、民族宗教、老龄事务、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等民政事务

工作；图书阅读、广播影视、新闻信息转输、宣传教育、文艺

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事业建设和青少年校外活动

等公益性文化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9.公用事业

服务站：主要负责辖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承担辖区

道路管护、环境卫生、供水供电等公共事业服务工作；完成

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8 年，在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镇

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镇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打造富硒之

源，推进洪石一体”的总体目标，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追赶

超越、生态环保、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镇村一体，干群同

心，埋头苦干，谱写了洪山加快发展的新篇章。

镇党委政府、科学布局、全面统筹、合理规划、重点承

诺全面落实。实现 636 户 2438 人如期脱贫；我们紧盯“两

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面落实“八个一批”扶贫政策。10 个

安置社区基本建成，完成投资 1.2 亿元，258 户 1016 人已搬

迁入住，589 户 2126 人领取了安置房钥匙；已完成危房改造

入住 259 户 468 人；完成转移就业 2355 人，落实公益性岗

位 226 人；发展产业带贫减贫 1535 户 4721 人。全镇共建经

济林果园面积达 3.7 万亩，其中核桃园 2 万亩，油茶园 9000

亩，茶叶 5000 亩，其它果园 2000 亩。全年新发展魔芋 500

亩，订单辣椒 1200 亩，苦荞 5000 亩，养猪 5000 头。继大

运豆腐乳、洪山小烧后，瓦仓烧酒、乾隆大米、双柏莲藕、

七里土鸡蛋、石狮蜂蜜、长青核桃等一批地方特色富硒产品，

已渐次走出大山，小有名气。富硒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既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全镇的工作亮点，

在历次考核中，全镇山林经济一直名列前茅，2018 年，全市

冬季核桃园管护现场会也在我镇顺利召开。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单位构成看，本镇的部门包括镇机关本级决算：纳入

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有 6个，

包括，如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1 汉滨区洪山镇人民政府（机关）

2 汉滨区洪山镇财政审计所

3 汉滨区司法局洪山镇司法所

4 汉滨区洪山镇社会保障服务站

5 汉滨区洪山镇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

6 汉滨区洪山镇农业综合服务站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编制人数 92 人，其中：行政 42

人，事业 50 人。实有人员 176 人，其中：行政 35 人，事业

60 人，分流人员 3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51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本单位 2018 年度收入 2341.54 万元，比 2017 年增

长 68.58 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和项目增加所致; 2018 年度

支出 2341.54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68.58 万元,主要是人员

经费和项目增加。

2.本单位 2018 年收入中财政拨款收入 2341.54 万。

3.本单位 2018 年支出中基本支出 1455.31 万元，占



62.15%（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为

886.23 万元，占 37.85%（主要是行政事业类项目）。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单位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2341.54 万元，比

2017 年增长 68.58 万元,主要人员经费和项目增加; 2018 年

度财政拨款支出 2341.54 万元，比 2017 年增长 68.58 万元,

主要是人员经费和项目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331.54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27.95 万元，社会保障就业

支出共 1050.46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6.5 万元，文化体育

与传媒支出 36。25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49.38

万元，农林水支出 425 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11 万元，资源

勘探信息等支出 5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455.31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1246.51 万元，公用经费 208.8

万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18 年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为 10 万元，同

2017 年相比增加 10 万元，原因是福利彩票基金安排用于水

毁道路修复。本单位 2018 年政府基金支出 10 万元，同 2017



年相比增加 10 万元，项目增加。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

费”支出 4 万元，与 2017 年持平无变化。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

2018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支出 0 万元，

较去年减少 0 万元，本镇近年来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8 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 万元，与上年持平。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次，支出 0 万元，同上年

无变化，镇上公务接待主要在机关内廉政食堂，不产生公务

接待费用。

2. 培训费支出为 0，较 2017 年不变,本镇近年无培训

支出费用。

3.会议费支出为 2 万元按，与 2017 年持平。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无涉及绩效管理的项目。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 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部门预算项目或专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

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

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

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8 年度）

填报单位: 自评得分：

（一）简要概述部门职能与职责。

（二）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按活动内容分类。

（三）简要概述当年区委区政府下达的重点工作。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与

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与

建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预算

完成

率

（10

分）

10

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

度实际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

部门（单位）预算数。

预算完成率＝100%的，得 10

分。

预算完成率≥95%的，得 9分。

预算完成率在 90%（含）和 95%

之间，得 8 分。

预算完成率在 85%（含）和 90%

之间，得 7 分。

预算完成率在 80%（含）和 85%

之间，得 6 分。

预算完成率在 70%（含）和 80%

之间，得 4 分。

预算完成率＜70%的，得 0分。

预算

调整

率

（5

分）

5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

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

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

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

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

产生的调整除外）。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

性基金预算。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得 5

分。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的，每

增加 0.1 个百分点扣 0.1 分，

扣完为止。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与

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与

建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支出

进度

率

（5

分）

5

支出进度率=（实际支出/支出预算）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程

度。

半年支出进度＝部门上半年实际支

出/（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

安排+上半年执行中追加追减）

*100%。

前三季度支出进度＝部门前三季度

实际支出/（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

门预算安排+前三季度执行中追加

追减）*100%。

半年进度：进度率≥45%，得 2

分；进度率在 40%（含）和 45%

之间，得 1 分；进度率＜40%，

得 0 分。

前三季度进度：进度率≥75%，

得 3 分；进度率在 60%（含）和

75%之间，得 2 分；进度率＜60%，

得 0 分。

预算

编制

准确

率（5

分）

5

部门预算中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收

入预算与决算差异率。

预算编制准确率＝其他收入决算数

/其他收入预算数×100%-100%。

预算编制准确率≤20%，得 5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在 20%和 40%

（含）之间，得 3 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40%，得 0分。

过
程

预算管

理（15

分）

“三

公经

费”

控制

率

（5

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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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的

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得 5

分，每增加 0.1 个百分点扣 0.5

分，扣完为止。

资产

管理

规范

性

（5

分）

5

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规范，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管理情况。

1.新增资产配置按预算执行。

2.资产有偿使用、处置按规定程序

审批。

3.资产收益及时、足额上缴财政。

全部符合 5 分，有 1项不符扣 2

分,扣完为止。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与

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与

建议

过
程

预算管

理（15

分）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5

分）

5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

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

3.重大项目开支经过评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5.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全部符合 5 分,有 1 项不符扣 2

分。

效
果

履职尽

责（60

分）

项目

产出

（40

分）

40

1.若为定性指标，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

100-80%（含）、80-50%（含）、

50-1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完成比率计分，正向指标（即

指标值为≥*）得分＝实际完成

值/年初目标值*该指标分值，反

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得分

＝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该

指标分值。

项目

效益

（20

分）

20

备注：

1.“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直接细化成部门年初绩效目标中的指标，并根据重要程度赋权。

2.“绩效指标分析”是指参考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及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从“是否与项目密切相关，指标值是否可获取，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等角度，从

产出和效果类指标中找出需要改进的指标，并逐项提出次年的编制意见和建议。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 462.56 万元，同 2017

年相比下降 5.89 万元，原因是严格控制各类经费的支出、报销。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无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底，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50 万

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