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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 )主要职能

达州市司法局主要职能: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

方针、政策法规,制 订并组织实施司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工作发

展规划;领导监狱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安置帮教工作;拟订并组

织实施法治宣传教育计划,指导全市法治宣传和依法治理工作 ;

指导监督律师、公证、外来企业投诉等工作;监管全市法律援助

工作;组织承办国家司法考试工作;主 管全市司法鉴定机构和司

法鉴定人的登记管理工作,负 责仲裁机构、人员的审查登记工作 ;

负责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警车等装备的管理工作和

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和指导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警务督察工作;指

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和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

青少年教育矫治等工作。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主要职能:一是对有严重违法和轻微犯罪

行为的未成年人和 《中华人民共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规

定的的八种不良行为或依法免于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

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的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矫治和挽救 ,

把他们转化为
“四有

”
新人;二是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矫治、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三是培训成人、政法干警、党政群、企事业、

中小学普法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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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达州市司法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一是提质公共法律服务 ,

满足人民群众法治需求,“三个平台
”
拓展服务体系,“三个关口”

提升服务质量 ,“三项服务
”
满足发展需求;二是深化依法治市实

践,提升社会依法治理水平,抓实
“
法律七进

”
载体,做优

“
法润

达州
”品牌,推进

“
法治示范

”
创建;三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构

建司法行政工作体系,推进法律服务行业改革,推进普法工作机

制改革,推进司法行政发展创新;四是强化队伍建设管理,坚决

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学习教育
”
提升定力 ,“创先争优

”
激发活力 ,

“
服务群众

”
展现效力。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一是牢固树立学生的

教育矫治转化在学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争取多种途径、多种举

措抓好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力 争全年成功教育矫治学生 35名 ;

二是开展寻亲活动,至少为 5名 学生联系寻找到亲人;三是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职工的综合素质;四是扎实推进校园

文化建设,强化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行为养成教育 ,

形成稳定有序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和谐优美的育人环境;五是加快

推进新校区建设。

二、机构设置

达州市司法局下属二级单位 1个 ,其 中行政单位 0个 ,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个 (不独立核算),其他事业单位 0个。

纳入达州市司法局系统 2018年度汇总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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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包括:达州市司法局和达州市第十六中学

第二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 度收、支总计 311⒋39万元。与 2017年 相比,收、

支总计各增加 360.94万元,增长 13.11%。 主要变动原因是机关

职能增加,增加调入人员。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本年收入合计 260⒈72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2580.94万 元,占 9⒐20%;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 0万元,占 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万元 ,

-6-

|宙蚀辄 39

一∞

一
0

3
一

磁

一

一舳
烈
∷

市
R
一

一一一一锱

≡

室
〓

1
一

^
”

一而
||iaO1:|

一吏
∷∷∷枷

霆
一一一一i

毖Ⅱ△一∷∷∷∷∷∷∷∷∷∷∷∷

卿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叩

`
4
●

≡一
一i
●

△
△



占0%;事业收入 0万元,占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万元 ,

占0%;其他收入 20.78万元,占 0.80%。  (与 2017年相比,本

年收入增加 396.11万元,增长 17.96%。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年度

项目经费增加 )

(图 2:收入决算结构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 276⒈ 10万元 ,其 中:基本支出 1759.03

万元,占 63.71%;项 目支出 1002.07万 元,占 36.29%;上 缴上

级支出 0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万元,占 0%;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0万元 ,占 0%。 (与 2017年相比,本年支出增加 530.24

万元,增长 23.77%。 主要变动原因是支付上年未支付的项 目经

费 )

(图 3:支 出决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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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304⒐71万元。与 2017年相比,

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39⒉ 57万元,增长 14.77%。 主要变

动原因是本年度项 目经费增加。 (其 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2580.94万元,与 2017年相比,增加 462.45万元,增长 2⒈ 83%。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年度项 目经费增加 ;本 年财政拨款支 出

2740.33万元,与 2017年相比,增加 56⒈ 89万元,增长 25.79%。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年度项目经费增加 )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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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740.33万 元 ,占本年支

出合计的 100%。 (与 2017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

572.92万元,增长 2⒍ 43%。 主要变动原因是支付上年未支付的

项目经费 )

(图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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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740.33万 元,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支 出 13.40万元,占 0.49%;公

共安全支出 1632.08万元,占 5⒐56%;教育支出 (类 )68⒈44

万元,占 24.87%;科学技术 (类 )支 出 0万元,占 0%;社会保

障和就业 (类 )支 出 19⒍40万元,占 7.17%;医 疗卫生支出 83.23

万元,占 3.04%;住房保障支出 133.78万元,占 4.87%。

(图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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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2740.33万 元 ,完 成预算

89.86%。 其中:

1.一 般公共服务(类 )纪检监察事务(款 )派驻派出机构 (项 ):

支出决算为 13.4万元,完成预算 100%。

2.公 共安全支出 (类 )司 法 (款 )行政运行 (项 ):支出决

算为 795.35万元,完成预算 100%。

3.公共安全支出 (类 )司 法 (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 ):

支出决算为 493.55万 元,完成预算 7⒋29%。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精准预算,厉行节约,合理安排资金。

4.公 共安全支出 (类 )司 法 (款 )其他司法支出 (项 ):支

出决算为 343.18万元,完成预算 84.3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部分项 目资金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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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 育支出 (类 )特殊教育 (款 )工读学校教育 (项 ):支

出决算为 68⒈44万元,完成预算 84.3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部分款项未支付。

6.社会保障和就业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 )归 口管

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项 ):支出决算为 43.68万元,完成预算

1009`6。

7.社 会保障和就业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 )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 ):支出决算为 13⒎49万元 ,

完成预算 100%。

8.社 会保障和就业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 )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项 ):支出决算为 15.23万元,完成

预算 100%。

9.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行政

单位医疗 (项 ):支 出决算为 40.59万 元,完成预算 100%。

10.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事

业单位医疗 (项 ):支出决算为 4⒉40万元,完成预算 100%。

11.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其

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项 ):支 出决算为 0.24万元,完成

预算 100%。

12、 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 )住房公积金 (项 ):

支出决算为 133.78万 元,完成预算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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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75⒐ 04万元 ,其 中:

人员经费 1663.48万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缴

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

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生活补助。

公用经费 95.5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差旅费、

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等。

七、“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14.92万元,完成预

算 9⒋32%,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精准预算,厉行节

约,合理安排资金。

(二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 公出国 (境 )费

支出决算 0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12.45万 元 ,占 83.45%;公 务接待费支 出决算 2.47万 元 ,占

16.55%。 具体情况如下 :

(图 8:“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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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 公出国 (境 )经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 0%。 全年安

排因公出国 (境 )团 组 0次 ,出 国 (境 )0人。因公出国 (境 )

支出决算与 2017年 无变化。

开支内容包括:无。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2。45万元,完 成预算

9⒋3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 2017年增加

0.72万 元,增长 6.14%。 主要原因是执勤任务次数增加。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

用车 0辆 ,其 中:轿车 0辆 、金额 0万元;越野车 0辆 、金额 0

万元;载客汽车 0辆 、金额 0万元。截至 2018年 12月 底,共有

公务用车 4辆 ,其 中:轿车 0辆、越野车 2辆 、载客汽车 2辆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2.45万元。一是主要用开展法治

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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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法律顾问、律师公证鉴定管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司法

考试等业务活动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等支出;二是主要用于在校学生接送、寻亲、学生生活的

后勤保障及 日常公务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

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 2。47万元,完成预算 84%。 公务接待费支

出决算比2017年减少 0.01万 元,下降 0.40%。 主要原因是精准

预算,厉行节约,合理安排资金。

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用餐费等。国内公

务接待 44批次,358人次 (不 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 2.47

万元,具体内容包括:接待省厅各类检查指导 1.34万元,207人

次;接待其他市州考察调研 0.51万 元,79人次;接待媒体以及

其他单位公务支出0.25万 元,39人次;接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

实验经济研究所及市司法局一行来校调研 0.06万元,7人次;接

待眉山市市委政法委学习考察组 0.31万 元,26人次。其中:外

事接待支出 0万元,外事接待 0批次,0人次,共计支出 0万元。

4。其他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0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0万元。

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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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未对

项目开展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 0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

执行过程中,选取 0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

0个项目开展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梳理填报。

本部门未对 2018年 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

(二 )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部门在 2018年 度部门决算中反映 0个项目绩效目标实际

完成情况。

0个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0万元 ,

执行数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 0%。 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0项

目完成,发现的主要问题:无。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8.年度)

项 目名称

预算单位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σ

劢

预算数 : 执行数

其中-财政拨款 : 其中-财政拨款 :

其它资金 : 0 其它资金 :

年 预期 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16-



度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

及文字描述 )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

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 目完成指

标

项 目完成指

标

项 目完成指

标

项 目完成指

标

项 目完成指

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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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部 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 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展自

评, 《四川省达州市司法局系统 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报告》见附件。

本部门自行组织对 0项 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四川省达州市

司法局系统项目2018年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 ,四 川省达州市司法局系统运行经费支出95.56万元 ,

比 2017年增加 5.92万 元,增长 6.60%。 主要原因是单位新调入

人员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 ,四川省达州市司法局系统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万

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占 政

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 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 ,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三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四川省达州市司法局系统共有车辆 4

辆,其 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一般公务用车 0辆、一般执法执

勤用车2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2辆、其他用车 0辆 ,单价 50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 0台 (套),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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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 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

金。

2.年初结转和结余:指 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

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3.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

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4.年未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

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5.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纪检监察事务一派驻派出机构:指 由

纪检监察部门负担的派驻各部门和单位的纪检监察人员的专项

业务支出。

6.公共安全支出一司法一行政运行:指反映行政单位 (包括

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7.公共安全支出一司法一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指反映行政单

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 目的其

他项目支出。

8.公共安全支出一司法—其他司法支出:指除行政运行、一

般行政管理事务以外的支出。

9.教 育 (类 )特殊教育 (款 )工读学校教育 (项 ):指教育

序列中的工读教育支出。

-19—



10.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一归口管理

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指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开支。

11.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一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

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2.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一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

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3.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一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行 政单位

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

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 国家规定享

受离休人员、老红军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4.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

事业单位医疗 (项 ):指行政单位医疗费支出,系 财政部门集中

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15.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一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

政单位医疗:反映除行政单位医疗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行政事业

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16.住房保障支出一住房改革支出一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

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

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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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基 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8.项 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9.“ 三公
”
经费:指部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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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公出国 (境 )费

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 )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

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 )及租用费、燃料

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 出。

20.机关运行经费:为 保障行政单位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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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及一般设各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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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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附件 1

四川省达州市司法局系统

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 (单位)概况

(一 )机构组成。

(二 )机构职能。

(三 )人 员概况。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 )部 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二 )部 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适用指标体系进行调

整 )

(一 )部 门预算管理。

包括部门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算编制准确、支出控

制、预算动态调整、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和违规记录等情况。

(二 )专项预算管理。

包括专项预算项目程序严密、规划合理、结果符合、分配科

学、分配及时、专项预算绩效目标完成、实施绩效、违规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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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三 )结果应用情况。

包括部门自评质量、绩效目标公开和 自评公开、评价结果整

改和应用结果反馈等情况。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 )评价结论。

(二 )存在问题。

(三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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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 24 -

一、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项目评价实施方案情况 (包括选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基础数据表等情况 )

二、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 )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评价总体结论 (包括项目评价得分表 )

(二 )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

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包括政策依据和政策完善,政策和需

求的吻合程度分析),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包括绩效目标设置的

明确性和合理性 )

2、 项 目管理

资金分配情况 (资金分配管理的科学合理性)资 ,金使用情

况 (项 目、资金管理的科学规范性 )

3、 项 目绩效

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数量、质量、时效、成本),项 目效益

情况 (经济效益、项目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效益、公平

性、资金使用效率、受益群体满意度等)。

三、存在主要问题

四、相关措施建议



第五部分 附 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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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财决公开01表

2,580.94 13,40

0.00 0,00

0,00 0,00

0,00 1,632.08

0.00 702,21

0,00 0.00

0,00 0.00

20,78 196.40

83,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3.78

0,00

0,00

0.00

0,00

2,601.72 2,761,10

0,00 0.00

5上 2.67 0.00

0.00 353.27

3,114,39 3,114.37

注 :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ll攵 入 ∶∶变珀∷

项 圈 |∷∷嵇∷臃 ||||命|颥∷ ∷∷∷踊 |翻∷ ∷符∷跗| |龠i|腼∷

∷|||趟∷∷删| 栏 次 |||防

△(△般公爽预簋舷∷跛攮款收人 △|(|||||△ 般公燕搬务支出 32

蔽翩髓藤金|撇|i蕊 |i贴i潮∷擞0黝—— 馏 |湘卜确il删 ||栅摁 ∷. 33

∷∷∷搬篝:鍪∷乘缓∷∷攀|鞭掇∷∷擀掇搬款瞍天
i
o
o ∷∷∷∷谶|1将:乏出 ∷∷∷∷∷∷∷∷∷∷∷∷∷∷|34|:

|四 、上级补助收入 |4| 四、公共安全支出 35

韭 (|||||||||||||||艘

:∶篷:鞭:人:

嫂

● 羹基:∶∷∷∷∷∷∷∷∷∷缴∷蘧:蠼∷∷∷龇 ∷|||8遘

默|l(|||||||||||||||缀 |鍪:鳗大
m
妙 邺芒∷∷∷∷∷∷∷厣t艹|紧攫嬲∷嘤∷!|摸 37

七、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一
f 七、文化体育与传嫫支出 38

人 I0∷∷∷凝疆:螋人 o
o

'妊

∷∷∷∷∷∷∷∷∷∷∷礼会:键麟檑就业叟出 |∷∶∶|∷∷∷∷∷∷∷∷∷∷豫轻
〓础
u ∷抛iFli|i曦 ||痛翻幽∷蚰∷梯硼∷|嘤∷∷∷嘤∷∷燮∷∷∷蛆∷ ∷̄∷∷∷∷∷∷∷.`生 0

∶∶王0| 十△|||||节 |能:环 |∷镞支挠 |41

柔:勒 莘△ |||||||||||骧荽|i||概铰窥翻| ||||落 |2|

∶毒窑 |。三 |||(|||||||||农称农变|晚
|43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4

l屡 "l渝踟 ||||t|i|i|||||||俺 |搋il翻li黼储|鑫篾变|疵 ii路 6|

肥 骅塞 ||||||||||||商 |i|i|:∶ |:∶ ||∷凳掀∷鳝|业|嬲:燮||出 ∷∷∷础6|

1||6 十六、金融支出 47

|||甜 ||伪 栅棚 iiili||||||i|i10;iliilii跚||摭∷|儡 |紊

·
栅||i篮:笠出| ∷| d8

∷∷|1|珞 01莒 :,甘∷

`∷

∷∷|(||||||||||||||:麟 |∷跚|髑∷∷氵̀濯∷髑∷象|藜艾∷|晚 “
|49

1|9 十九、佼|房保障支龃∷ 50

∷:幺窃 ∷蕊|僚:,=∷∷∷∷粮巍:∶魏鍪:鑫:翻i蹴 ili鼬∷ ∶∷∷∷∷∷∷∷∷|||||||||每 1

袋 ∷嘤1|!蛘|||掣∷刂∷∷∷∷1|lll翼 :∶∶爨1|:窦 :∶鹦
I∶ |I||||||||世 ∷拙
∷∷||||||||||||||a|石

∷∷∷∷|2|2| 三十二、债务还本艾也 |5|3

∷∷∷∷么|8| ∷圭|奔点 |||t.∷∷∷∷∷∷∷∷∷∷偾务付息支眈 ∷|5|4

ili|淋解收人|翻唧 ∷∷∷|2|撼 ∷∷∷∷苯犁变茁奢谛 |I夥
g

搿事业鑫螽弥补收变蜂额 25 编i余分配 56

触∷棚∷∷鳃||嬲
·∷∷嬲∷∷∷绺∷∷嶷 | ii掖卺 ilii熬中i|||||||||||||||辚 :人事曲勰∷盘 iiiiliili|5涌 |

∷∷箕∷啦 i|||||||||||||||.1|lil!∶ ∷鹭∷:玄;营营::~;t| ∷∷∷∷|2了 ∷耀∷∷朱∷绌瓣釉∷缀余 ∷∷|5|8|

|28| ∷|5|9|

:藕:

∶∶s念

搀 61

总计 |31 总计 62

— 1 —



收入决算表
财决公开02表

2,601.72 2,580.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78

201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24,00 2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24,00 2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24,00 2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422.95 1,422,9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406 司法 1,422.95 1,422.9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2()10601 行政运行 795,35 795,35

204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7.60 627.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支出 741.36 720.5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78205

20507 特殊教育 741,36 720.5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78

2050702 工读学校教育 741.36 720.5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7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6.40 196.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96.40 196.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3.68 43.68 0.00 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7.49 137,4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23 15.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83.23 83.23 0,00 0.00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3.23 83,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0.59 40,5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2.1() 42.40 0.00 0.00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24 0.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2.%d —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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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3表

2,761.10 1,759.03 1,002.07 0.00 0.00 0.00

201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13.40 0.00 13.40 0,00 0,00 0.00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13.10 0.00 13,40 0,00 0.00 0.00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0.0013.40 13.40 0,00 0.00 0.0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632.08 795.35 836,73 0,00 0.00 0.00

20406 司法 1,632.08 795.35 836.73 0.00 0.00 0.00

2040601 行政运行 795.35 795.35 0.00 0.00 0.00 0.00

204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93.55 0.00 493.55 0.00 0.00 0.00

2040699 其他司法支出 343.18 0.00 343.18 0.00 0.00 0.00

205 教育支出 702.21 550.27 151.94 0.00 0.00 0.00

20507 特殊教育 702.21 550.27 151.94 0.00 0.00 0,00

2050702 工读学校教育 702.21 550.27 151.94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6,40 196.40 0.00 0.00 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96,40 196.40 0.00 0.00 0.00 0.00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3.68 43,68 0.00 0.00 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7.49 137.49 0.00 0,00 0.00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23 15.23 0,00 0.00 0,00 0.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83,23 83,23 0.00 0.00 0.00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3.23 83.23 0.00 0,00 0.00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0.59 40.59 0,00 0,00 0.00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42.40 42.40 0.00 0.00 0.00 0.00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24 0.24 0.00 0.00 0.0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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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则决公开04表

丿l )

2,580.94 13.40 13.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32.08 1,632.08 0.00 0.00

681,44 681.4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6.40 196.40 0.00 0.00

83.23 83,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3.78 133.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80.94 2,740.33 2,740.33 0.00 0.00

468.77 309.38 309.38 0.00 0.00

468.77

0.00

3,049.71 3,049.71 3,049.71 0.00 0,00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

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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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财诀公∫+05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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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6表

)

2,740.33 1,759.03 981.30

201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13.40 0,00 13.40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13.40 0,00 13.40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13.40 0,00 13,4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632.08 795.35 836,73

20406 司法 1,632.08 795,35 836,73

2040601 行政运行 795,35 795,35 0.00

204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93.55 0.00 493,55

2040699 其他司法支出 343.18 0.00 343.上 8

205 教育支出 681.44 550.27 131.17

20507 特殊教育 681,4/1 550.27 131.17

2050702 工读学校教育 681,44 550.27 131.17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6.40 196.4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96.40 196.40 0.00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3.68 43,68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7.49 137.49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23 15.23 0.00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83.23 83,23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3.23 83.23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40,59 40.59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2,40 42.40 0.00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24 0,24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3.78 133.78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33,78 133.78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3.78 133.78 0.00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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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8表

0.0095,561,606.25
0.005.65459.71
0.000,08309.33
0.000.00292.52
0.009,35
0.000.19127.95
0.000.83137.49
0.007,3515.23
0.0082.99
0.000.000.00
0.002.730.08
0,000.00133.78
0.000.0012.28
0.000.0025.54
0.0057.22
0.000.380.00
0.0043.68
0.000.000.00
0.000.000.00
0.0013.39
0,000.080.00
0.000.000.00
0,000.00
0.0014.250.00
0,009.690.00
0,0033.300.15
0.00

0.002.24

0,00

0,00

0.00

0.00

0,00

95,561,663.47

金 万 元
门 : 法

度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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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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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90 981.30

13.40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4,00

13.40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24.00

13.40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24,00

627.60 836.73204 公共安全支出

836.7320406 司法 627.60

493.55204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27,60

2040699 其他司法支出 0.00 343.18

131.17205 教育支出 170.30

20507 特殊教育 170.30 131.17

131,172050702 工读学校教育 170.30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9表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

支出收支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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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10表

法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情况,决算数包括当年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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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余情况。

说明:如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应注明本表无数据。

财决公开1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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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12表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情况,决算数包括当年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说明:如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应注明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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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说明:如部门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应注明本表无数据。

财决公开 1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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