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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第一条 学校简介

汉滨区恒大小学是关庙镇中心小学，地处城乡结合部，位于关庙镇周台村四组。学校始建于 1938

年，1967 年迁到现址。占地面积 4129 平方米，建筑面积 5207 平方米。全校现有 6 级 29 个教学班，

所辖镇内 8 所完全小学、6 个教学点及 1 所附设幼儿园。秉承“学生健康成长”的办学宗旨，“以德

立校、依法治校、质量强校、科研兴校、特色活校、文化润校”的办学理念，追求“规范+特色”办

学思路和“全面+特长”的办学目标，形成了“汉剧文化凸显，传统文化浸润”的特色校园文化。组

建了汉调二黄、铜管乐队、古筝、电子琴、书法、剪纸、泥塑、舞蹈、腰鼓、围棋、国画、足球、口

风琴、鼓号队等学生社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对照《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不断加强学校

规章制度建设，突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一工作主线，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为办好人

民满意的家门口的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先后荣获陕西省德育工作先进集体、陕西省平安校园、陕西省素质教育优秀学校、安康市五

星级美丽新校园、安康市安全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市级文明校园、安康市素质教育优秀学校、安康市

艺术教育示范学校、小学教育先进单位等多项殊荣。先后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汉

调二黄》传承基地”“安康市汉调二黄进校园示范学校”“陕西省第二批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社

会实践基地”。

第二条 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全镇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措

施，编制全镇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实施小学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学前教育发展。

（三）负责各单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负

责全镇教体系统的宣传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行风建设工作。

（四）负责全镇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

设置标准；负责和指导全镇教育综合改革工作；负责推进城乡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



负责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

（五）指导和管理全镇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工作。

（六）负责和指导全镇中小学布局调整；负责全镇民办教育的综合管理工作。

（七）主管全镇教师工作，统筹规划全镇教师队伍建设，承办全镇中小学教师资格初审和申报、

职称初审工作；负责全镇校长培训和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八）编制并执行教育经费预算，管理教育专项资金；监督全镇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九）负责全镇的教育科研和教育信息化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管理、研究

和质量监测评估工作，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十）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及国防教育工作。

（十一）负责全镇语言文字工作，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划、规范和标准，指

导推广普通话工作。

（十二）规划指导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的教学工作；指导学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十三）实施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组织实施全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



和指导全镇教育事业的区内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二、2022 年部门工作任务

2022 年全镇教育工作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教育改革为

根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

体任务：

1.实施思政课创新工程。

2.促进素质教育全面发展。

3.加强心理健康和劳动教育工作。

4.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5.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工作。

6.加强学校安全隐患排查。

7.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力度。



8.加大教师业务培训力度。

9.加强骨干教师体系建设。

10.依法保障教师各项待遇落实。

11.全面加强课堂教学改革。

12.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13.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

14.巩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果。

15.持续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

16.强化政治思想引领。

17.提升党组织建设水平。

18.抓好党建各项活动。

19.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20.抓好政策落实。



21.狠抓控辍保学。

22.关爱特殊群体。

23.加强财务内审工作。

24.丰富立德树人工作载体。

25.创新学校党建工作模式。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下级预算单位共有 15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汉滨区恒大小学 无

2 汉滨区关庙镇花心小学 无

3 汉滨区关庙镇唐淌小学 无

4 汉滨区关庙镇团结小学 无

5 汉滨区关庙镇小李小学 无



6 汉滨区关庙镇徐岭小学 无

7 汉滨区关庙镇勇胜小学 无

8 汉滨区关庙镇双胜小学 无

9 汉滨区关庙镇小李小学包湾教学点 无

10 汉滨区关庙镇团结小学皂树教学点 无

11 汉滨区关庙镇花心小学桥河教学点 无

12 汉滨区关庙镇恒大小学文化教学点 无

13 汉滨区关庙镇唐淌小学杨寨教学点 无

14 汉滨区关庙镇勇胜小学新建教学点 无

15 汉滨区关庙镇双胜小学附设幼儿园 无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257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257 人；实有人员 246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245 人、工勤 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97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302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025.28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

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46.91 万元，主要原因是乡镇工作补贴提标、退休人数增加退休费（降温费）

增加、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增加；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302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025.28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46.91 万元，主要原

因是乡镇工作补贴提标、退休人数增加退休费（降温费）增加、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302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025.28 万元、政府性

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46.91 万元，主要原因是乡镇工作补

贴提标、退休人数增加退休费（降温费）增加、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增加；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

出 302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025.28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2022 年

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加 46.91 万元，主要原因是乡镇工作补贴提标、退休人数增加退休费（降

温费）增加、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025.28 万元，较上年增加 46.91 万元，主要原因是

乡镇工作补贴提标、退休人数增加退休费（降温费）增加、退休人员大病统筹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25.28 万元，其中：

（1）小学教育（2050202）2270.35 万元，较上年增加 63.71 万元，主要原因是乡镇工作补贴提

标。

（2）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18.32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5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退休

人员增加。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293.4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4 万元，主

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其中退休 10 人，调出 2 人，调入 1 人。

（4）其他社会福利支出（2081099）28.15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2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无

此功能科目，在小学教育（2050202）中支出。

（5）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9999）1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0.53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无此功能科目，在其他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2082799）中支出。

（6）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支出 113.7 万元，较上年减少 3.25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无

此功能科目，在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2101201）中支出。



（7）公务员医疗补助（2101103）36.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4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8）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01199）25.91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9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无此功能科目，在财政对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2101299）中支出。

（9）住房公积金（2210201）支出 220.06 万元，较上年减少 6.3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25.28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2919.1 万元，较上年增加 45.62 万元，原因是乡镇工作补贴提标；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2.27 万元，较上年减少 0.92 万元，原因是学生减少、教师减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73.91 万元，较上年增加 2.21 万元，原因是医疗费补助、退休

费增加。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25.28 万元，其中：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2951.37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7 万元，原因是乡镇工作补贴提标；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73.91 万元，较上年增加 2.21 万元，原因是医疗费补助、退休费增

加。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和 2022 年，本部门无三公经费预算。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2022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025.28 万元,当年政府性



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8.92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0.56 万元，主要原因是学生减少了，

区级公用经费减少。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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