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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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

法治市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市规

划建议,负 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承担统筹规划立法工

作的责任;负 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草案 ;

承担市政府规章的解释、立法后评估工作;负责市政府规范性文

件、重大行政决策发布前的合法性审查;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的责任;承担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指导管理

社区矫正工作;负责全市司法行政戒毒管理工作;负责拟定全市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全市城乡、

区域法律服务资源;负 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

实施工作;负 责本系统枪支、弹药、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规划、

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

设;负责指导本系统行政审批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

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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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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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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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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19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达州市司法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围绕牵总引领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一是夯实工作基础。

成立以市委书记为主任,市长、市委分管副书记为副主任的中共

达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在省委四个协调小组基础上创新

设立法治政府建设协调小组,得到省依法治省办充分肯定。及时

召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办公室第一次主任会议和市委依法治市

推进会,制 发了年度工作要点和
“
两规则一细则

”,为 扎实有效开

展依法治市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受到市委书记、市长的批示表扬。

二是细化考核指标。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重点目标任务责任分工的通知》,对市委依法治市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进行细化分解,形成

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重点目标任务分解表》,

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使任务更加明确具体。构建了
“一个

统筹 (依法治市委员会统筹 )、 两项机制 (工作运行机制、沟通

反馈机制 )、 三项责任 (主体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责任 )、 四个

推动 (领导、制度、考核、动力推动 )”工作新模式 ,《法制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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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日报》进行肯定性报道。三是围绕中心主动作为。制定《“法

治护航四城同创
”七大行动方案》并形成 《〈法治护航四城同创七

大行动方案〉工作任务分解表》,为“四城同创
”
提供强有力的法

治支撑和保障。印发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出 台《服

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十三项举措》、民营经济
“
1+4”政策包 ,

完善
“
6+3” 重点产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全面实施

“五证合一”
等

制度改革,积极推行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审批,整合涉企证

照事项,积极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和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印发

《深化诉源治理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的实施意见》,实现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源头化解、源头治理,助推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围绕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一是强化督察问责。

坚持常态化开展常务会会前学法,举办县处级主要领导干部法治

专题培训活动,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行政程序意识。

严格落实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采取重点

督查、不定期抽查、不打招呼暗访等方式,形成常态化督查工作

机制。召开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建立健全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报告制度,为 建设法治政府注入新动力。二是扎实推进

地方立法。注重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制定 《达州市人民

政府立法前评估办法》,对立法前评估的概念、原则、主体、程

序、报告内容及结果运用等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印发 《达州市政

府立法基层联系点建设方案》,建立了21个行政立法基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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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 汇集民意、集中民智,提升地方立法质量提供助力。有序

推进政府立法,制定我市首部实体性政府规章 《达州市城区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 2号 ),并严格按照规

定报备。对 《达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草案 )》 等 5部地方

性法规进行了严格审查。三是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对照机构改革

后部门
“
权责清单

”,严格清理核对执法人员信息,共年审 863个

行政执法证件,其 中合格 844个 ,清理注销 19个 。主动适应机

考考试新要求新方式,精心组织准备,周 密部署安排,确保两次

执法资格考试 4100余名考生顺利参考。采取全面 自查和抽查相

结合的方式,围 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重要领域,对各地各部

门办结的 77件行政执法案卷进行集中评查,推动提升全市行政

执法整体水平。出台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进一步规范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加快形成权责统一、权威高

效的行政执法体系和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与市

检察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食品安全督查,办理行政执

法监督案件 1件 ,向 市生态环境局发出 《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一是强化教育转化 ,

推进矫治长效化;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管理规范化;三是加

强学习培训,推进矫治专业化;四 是强化信息技术,推进运行信

息化;五是认真做好其他工作,推进校园和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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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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爿
`
l  o

纳入达州市司法局系统 2019年度汇总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

单位包括:达州市司法局和达州市第十六中学。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收、支总计 504⒈37万元。与 2018年相比,收、

支总计各增加 192⒍98万元,增长 6⒈ 87%。 主要变动原因是机构

合并,职能增加,经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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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 本年收入合计 467⒈ 59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3083.93万元,占 6⒍01%;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 158⒎66万元,占 33.99%;上级补助收入 0万元,占 0%;

事业收入 0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万元,占 0%;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0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 本年支出合计4587.17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200⒍ 51

万元,占 43.74%;项 目支出2580.66万元,占 5⒍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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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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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499⒎47万元。与 2018年相比,

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94⒎76万元,增长 63.87%。 主要变

动原因是机构合并,职能增加,经费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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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99⒐51万元,占 本年支

出合计的 65.39%。 与 2018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

259.18万元,增长 9.46%。 主要变动原因是机构合并,经费增加。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99⒐51万元,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支 出 0.41万元,占 0.01%;公共

安全支出 (类 )1812.75万 元,占 60.43%;教育支出 (类 )790.24

万元,占 2⒍35%;社会保障和就业 (类 )支出 172.10万 元,占

5.74%;卫 生健康支出83.71万 元,占 2.79%;住房保障支出 140.30

万元,占 4.68%。

-10-

|2740∶ 33

3050
2999is1

2950

|2|8so

90oo

.2.75Q

|2|700

|2650

|∷∷∷9各00

囊鍪∷∷∷∷∷∷|20|18

饔鲁:∷∷∷∷∷|20|19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三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9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299⒐51,完 成预算

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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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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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⒎6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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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6万元,完成预算 68.19%,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剩余部分项目资金未支付。

4.公共安全支出 (类 )司 法 (款 )法律援助 (项 ):支 出决

算为43,00万元,完成预算 100%。

5.公共安全支出 (类 )司 法 (款 )社区矫正 (项 ):支 出决

算为20.00万元,完成预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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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 育支出 (类 )特殊教育 (款 )工读学校教育 (项 ):支

出决算为 790.24万元,完成预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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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⒍42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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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万 元,完成

预算 100%。

9.卫 生健康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 (项 ):

支出决算为 60.06万元,完成预算 100%。

10.卫 生健康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事业单位医疗

(项 ):支 出决算为 23.65万元,完成预算 10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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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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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00⒍52万元 ,其 中:

人员经费 1877.87万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

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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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公用经费 12⒏6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因公出国 (境 )费用、维修 (护 )费 、租赁费、会议费、

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各购置、专用设各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

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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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12.21万元,完成预

算 68.62%,决 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厉行节约。

(二 )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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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⒈ 18万元,占 9⒈5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03万元,占 8.44%。

具体情况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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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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⒈18万 元,完 成预算

7⒎05%。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 2018年减少

1.27万 元,下降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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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0元。截至 2019年 12月 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5辆 ,其 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 、机要通信用车 0辆 、应急

保障用车 1辆 、执法执勤用车 2辆 、其他用车 2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1。18万元。主要用于司法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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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万元,完成预算 3⒋ 33%。 公务接待

费支出决算比2018年减少 1.44万 元,下降 58.30%。 主要原因是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其中:

— l4一

乍
=公 =∷

|经费财政拨i款支出
|o

筛|ii沸

∷∷醯|||||嗳公娼|国I(境)|||费
:交出

鏖|公务用车购簟及运行维护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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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03万元,国 内公务接待 11批次,160

人次,共计支出 1.03万元,具体内容包括:接待广安邻水调研

考察支出0.21万 元,支省厅考察 2018司 法所验收工作 0.1万元 ,

支省版权局调研组软件正版化工作 0.08万 元,支全省司法所业

务技能大赛费用 0.15万 元,支 国家统一法律考试督查工作 0.07

万元,支 2019年法考主观题督查工作 0,06万 元,支广安司法局

考察学习费用 0.07万元,支省厅调研法律资格考试费用 O.06万

元,支崇州监狱考察学习费用 0.09万元,支省厅
“
学法律、爱祖

、奔新生
”
巡 讲团接待费用 0.07万元,支新疆建设团司法局

考察费用 0,07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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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1587.66万 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0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9年 ,达州市司法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28.65万 元,比

2018年增加 33.09万元,增长 34.63%,主要原因是机构合并 ,

人员增加。

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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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年 ,达州市司法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⒍22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0⒍2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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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31日 ,达州市司法局系统共有车辆 5辆 ,

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 、机要通信用车 0辆 、应急保障用

车 1辆 、执法执勤用车 2辆 、其他用车 2辆 。用于单价 50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 1台 (套 ),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1台 (套 )。

(四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对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和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行维护经费、
“七五”

普法

及法治宣传工作经费、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经费、聘请保安工资

及聘请教师补助津贴、学生医疗费等 5个项 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

效评估,对 5个项 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 5

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 5个项 目开展了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 自评。

本部门按要求对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 自评,从评

价情况来看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编制项 目支出、绩效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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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数量、质量、成本、时效、效益等方面合理细化、量化绩

效目标,要素较完整;预算执行过程中,支 出控制良好;预算完

成情况较好,无违规违纪问题;严格市按财政局要求进行绩效结

果应用。全年支出基本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 日常工作的正常

开展,保障了司法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但预算编制准确性和预

算执行进度均有待提高。

本部门未组织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部门在 2019年度汇总决算中反映
“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和

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行维护经费
”、“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经费

”
、

“
七五”

普法及法治宣传工作经费
”
、
“
聘请保安工资及聘请教师补

助津贴
”、“

学生医疗费
”
等 5个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和信息化项目建设及运行维护经费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23⒈ 30万元,执

行数为 23⒈30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不

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市 司法局业务用房信息化建设项

目 (建设工程与设各采购)全面完工,建成统一的全市司法行政

指挥中心体系,广 泛运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全局态势,科学精确决策,实

现可视化、扁平化指挥,预警预判、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有

效提升。项目实施进度影响资金使用进度,资金集中在年底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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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执行中预算执行进度偏慢。下一步改进措施:进一步做好项

目的统筹安排,科学规划,提前介入,充分考虑各种影响进度的

因素并做好预案,提高执行中预算的执行进度和项 目的实施效

率。

(2)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项目全年预算数 15万元,执行数为 15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

通过项目实施,保障开展定期服务不少于 300场次、提供法律意

见不少于 150份、开展法治宣传和提供法律咨询不少于 300场次、

提供法律援助不少于 50件、参与人民调解不少于 100件。发现

的主要问题:绩效目标数量指标不够量化。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

年预算编制中项目绩效目标更加细化和全面。

(3)“七五”
普法及法治宣传工作经费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70万元,执行数为 70万元,完 成预算

的 100%。 通过项 目实施,保障深入推进
“七五”

普法,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深入宣传,法治宣传教育

主题活动广泛开展,多 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不断深化,法治创建

活动全面推进,干部群众的宪法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建设

法治达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现的主要问题 :项 目支出不均衡。

下一步改进措施:支 出更加均衡。

(4)聘请保安工资及聘请教师补助津贴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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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 4⒈ 8万元,执行数为 4⒈8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 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学校值班期间的安全保

卫,完成了学生心理辅导工作。

(5)学 生医疗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全年预

算数 3万元,执行数为 3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通过项目实

施,保障了在校学生治疗、体检等工作。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年度)

项 目名称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和信息化项 目建设及运行维护经费

预算单位 达州市司法局

预算执

行情况

(万元)

预算数 231.3 执行数 231,3

其中-财政拨款 : 231.3 其中-财政拨款 231.3

其它资金 : 其它资金 :

年度 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 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市
司法局业务用房信息化建设项 目 (建

设工程与设备采购 )全面完工,建成

统一的全市司法行政指挥中心体系 ,

广泛运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准确把握

司法行政全局态势,科学精确决策 ,

实现可视化、扁平化指挥 ,预警预判、

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提升。

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市 司法局业务用房

信息化建设项 目 (建设工程与设备采购 )全面完工 ,

建成统一的全市司法行政指挥中心体系 ,广泛运用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

准确把握司法行政全局态势 ,科学精确决策,实现可

视化、扁平化指挥 ,预警预判、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

能力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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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指

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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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绩效指

标完成

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年度)

信息化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可

视化、扁平化指挥 ,预警预判、

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有

效提升。

项 目完成

指标
数量指标

信息化发展能力不断

提高,可视化、扁平化

指挥,预警预判、快速

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有效提升。

达成 目标

项 目完成

指标
时效指标

|

|2019年
12月前完成时间 2019年 12月 前

项目完成

指标
质量指标

|

|运
维保障机制质量保证 运维保障机制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为群众提供完整的公共法律

服务 ,且满意度达到 90%以

上。

项 日名称
“
七五

”
普法及法制宣传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达州市司法局

预算执

行情况

(万元)

预算数 : 75 执行数 75

其中-财政拨款 : 75 其中-财政拨款 : 75

其它资金 : 其它资金 :

年度 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 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深入推进
“
七五

”
普法 ,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深入

宣传 ,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广泛开

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不断深化 ,

法治创建活动全面推进 ,干部群众的

宪法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法治宣传教育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达州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入推进
“
七五

”
普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得到深入宣传 ,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

广泛开展 ,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不断深化 ,法治创

建活动全面推进 ,干部群众的宪法和法律意识明显增

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在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达州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期指标值(包含 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

字及文字描

项 目完成

指标
数量指标 达成 目标

营造浓厚法治氛

围,提升市民法

质

面落实
“
七五

”
普法规划,深入

展
“
法律七进

”
活动 ,狠抓领导

部
“
关键少数

”
和青少年

“
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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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精准普法。运用新媒体,推动

“
互联网+”模式;积极开展法治文

化建设 ,打造规模化法治阵地 ;

扎实推进
“
民主法治村

”“
法治学

校
”“
诚信守法企业

”
等创建活动 ,

有效提升民主法治创建水平,不
断扩大创建成果。

完成时间 19年 12月 前 19年 12月 前
项目完成

指标
时效指标

营造浓厚法治氛围,提升市民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

市民法律素质 律素质

项目完成

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保证

众满意度达到 90%以上。众满意度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年
`度)

绩效指

标完成

情况

项 目名称 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达州市司法局

预算执

行情况

(万元)

预算数 : 15 执行数 15

其中-财政拨款 : 15 其中-财政拨款 : 15

其它资金 其它资金 :

年度 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 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建立有定期督导制度 ,每季度组织贫

困村开展对法律顾问履职情况专项评

议,每半年法律顾问履职情况进行专

项督查,每年对法律顾问履职情况进

行考核。

建立有定期督导制度 ,每季度组织贫困村开展对法律

顾问履职情况专项评议 ,每半年法律顾问履职情况进

行专项督查,每年对法律顾问履职情况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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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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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完成

指标
数量指标 达成 目标

开展定期服务不少于

300场次、提供法律意

见不少于 150份 、开展

法治宣传和提供法律

咨询不少于 300场次、

提供法律援助不少于

50件、参与人民调解不

少于 100件 。

展定期服务不少于 300场次、

提供法律意见不少于 150份 、

开展法治宣传和提供法律咨

询不少于 300场次、提供法律

援助不少于 50件 、参与人民

调解不少于 100件 。

项 目完成

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9年 12月 前 2019年 12月 前

项 目完成

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保证

贫 困村群众涉及法律

服务问题方便、快捷。

贫困村群众涉及法律服务 问

题方便、快捷。

贫困村满意度 80%以上,贫
困村群众满意度 80%以上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聘请保安工资及聘请教师补助津贴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年度)

项目名称 聘请保安工资及聘请教师补助津贴

预算单位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

预算执

行情况

(万元)

预算数 41,8 执行数 : 41.8

其中-财政拨款 41.8 其中-财政拨款 41,8

其它资金 : 0 其它资金 0

年度 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 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保障学校值班期间的安全保卫,完成

学生心理辅导工作

保障了学校值班期间的安全保卫 ,完成了学生心理辅

导工作

绩效指

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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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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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项目完成

指标
资金 资金测算

保安费 3⒈68万元;聘
请心理教师 10,12万 元

完成预算 4⒈8万 元

项 目完成

指标
时 间 完成时间 当年 12月 底前 当年 12月 底前完成

项 目完成

指标
构成 主要构成 保安 8人 ,老师 4人 保安 8人 ,老师 4人

效益指标 拟达成效 拟达成效
保障学校值班期间的

安全保卫

保障学校值班期间的安全保

卫

效益指标 类型 项 目类型 常年项 目 常年项 目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 满意度 大于 90% 大于 90%

学生医疗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9年度)

项 目名称 学生医疗费

预算单位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

预算执

行情况

(万元)

预算数 :

0
D 执行数

2
●

其中-财政拨款
’

J 其中一财政拨款
●

j

其它资金 : 0 其它资金 0

年度 目

标完成

情况

预期 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

保障在校学生治疗、体检等工作 保障在校学生治疗、体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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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 资金测算

日常治疗 1万元

体检 2万元

完成 日常治疗 1万元

体检 2万元

项 目完成 日寸|司 完成时间 当年 12月 底前 当年 12月 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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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项 目完成

指标
工作 主要工作

安排医生进行日常治

疗。联系医院给新生进

行体检

己完成安排医生进行日常治

疗和联系医院给新生进行体

检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 满意度 100% 100%

2。部门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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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

告》见附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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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

的收入。如⋯ (二级预算单位事业收入情况)等 。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如⋯ (二级预算单位经营

收入情况)等。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

要是⋯ (收入类型)等。

5.用 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

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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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 (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

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

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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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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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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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一 般公共服务 (类 )纪检监察事务(款 )派驻派出机构 (项 ):

指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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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教育 (类 )特殊教育 (款 )工读学校教育 (项 ):指教育

系列中的工读教育支出。

11,公 共安全 (类 )司 法 (款 )行政运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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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共安全 (类 )司 法 (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 ):指

反映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顶

级科 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13.公共安全 (类 )司 法 (款 )法律援助 (项 ):指反映各级

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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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共安全 (类 )司 法 (款 )社区矫正 (项 ):指反映各级

司法行政部门用于社区矫正的支出。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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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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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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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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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卫 生健康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行政单位医疗

(项 ):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下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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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老战

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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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经费。

19.住房保障支出 (类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积金 (项 ):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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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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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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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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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经 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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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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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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附件 1

达州市司法局

关于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市财政局 :

根据达市财绩 (2020)2号文件要求精神,我局组织专门力

量对 2019年 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现将 自

评情况汇报如下 :

一、单位概况

(一 )机构组成

达州市司法局为一级财政预算单位。行政机构 1个 ,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个 (不独立核算 )。

(二 )机构职能

承担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重大问题的政策研

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市规划建议,负 责有关重大决

策部署督察工作;承担统筹规划立法工作的责任;负 责起草或者

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草案 ;承担市政府规章的解释、

立法后评估工作;负责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发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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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审查;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承担统筹规

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 责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负责全市

司法行政戒毒管理工作;负 责拟定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并指导实施,统筹和布局全市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负责

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负 责本系统枪

支、弹药、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

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 ;负责指导本系统行

政审批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 )人 员概况

人员编制数 64名 ,其 中行政编制 55名 ,参公事业编制 4名 ,

工勤编制 5名 。年末在职人员总数 62人 ,其 中行政人员 53人 ,

参公事业人员 4人 ,工勤人员 5人。比 2018年增加 11人 ,主要

原因有:机构重组增加 12人 ,新招录公务员 1人 ,调入 1人 ,

退休 1人 ,调 出 2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 )部 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根据年初预算,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 1645.80万 元,均 为当

年安排。

根据决算报表,2019年决算收入 4003.34万 元,其 中:本年

财政拨款收入 374⒈ 83万元,上年结转 26⒈ 50万元。

(二 )部 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年初预算,2019年 财政拨款支出 1645.80万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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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 91⒐30万元 (人 员经费 80⒐60万 元 , 日常公用经费

10⒐70万元),项 目支出 72⒍50万元。

根据决算报表,2019年财政拨款支出 363⒈89万元,其 中:

基本支出 124⒏ 76万元 (人员经费 1154.86万 元, 日常公用经费

93.90万元),项 目支出 2383.13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 )部门预算管理

1.目 标制定。我局在编制 2019年度预算时未编制部门整体

绩效目标。

2.目 标实现。因我局未制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无法评价部

门整体目标完成情况。

3.编 制准确。根据 2019年 收支决算总表,我局预算执行中

追加预算 2357.54万 元,年度预算总额 4003.34万 元。本年度预

算执行中期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 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结余注销

额 0万元。

4.支 出控制。2019年 日常共用经费年初预算数 11⒎90万元 ,

决算数 93.90万元。

2019年项 目支出非额定公用支出预算情况:办公费 24⒎ 38

万元、印刷费 2⒎80万元、水费 0万元、电费 0万元、物业管理

费 0万元,共计 275.18万元。

2019年 项 目支出非额定公用支出决算情况:办公费 3⒍86万

元、印刷费 2⒋86万元、水费 0万元、电费 0万元、物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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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元,共计 6⒈72万元。

支出控制预算偏差 60.41%。

5.预算调整。本年度预算执行中期绩效监控调整取消额 0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结余注销额 0万元。

6.执行进度。2019年 6、 9、 11月 部门整体预算执行额分别

是 76⒍23万元、115⒏28万元、3022.03万元,该时点的部门预

算总额分别是 1738.91万 元、332⒎25万元、3595.25万元,实 际

支出进度分别是 4⒋ 06%、 34.81%、 8⒋06%。

7.预 算完成。2019年 12月 31日 ,我 局部 门预算总额为

4003.34万 元,部 门预算执行金额为 363⒈ 89万元,预算执行额

占部门预算总额的 90.72%。

8.违规记录。我局 2019年度无违规记录。

(二 )结果应用情况

1.自 评公开。2019年 4月 3日 ,我局在达州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上对外公开了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并在部门预算附

表中公开 2019年 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

2019年部门决算编制情况按规定暂未公开。

2.结 果整改。无。

3.应用反馈。无。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 )评价结论

2019年 ,根据年初工作规划,我局积极履行职责,强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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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不

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单位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了提升。

(二 )存在问题

主要问题是预算执行没有循序渐进,存在一段时间预算执行

较快、一段时间较慢的情况,预算执行情况掌握不准确,资金使

用缺乏计划性。主要原因:一是机构重组,财政预算正式下达时

间为 5月 底,之前开展的一些业务未及时结算;二是部分业务未

一事一结,待年底统一结算。

(三 )改进建议

改进措施:一是建议 日常性开支定时结算,非 日常性开支一

事一结;二是随时关注预算执行情况,合理规划、有序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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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部门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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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属达州市司法局下属部门,一级预算单位。

(二 )机构职能

达州市第十六中学主要职能是:一是对有严重违法和轻微犯

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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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 员概况

事业编制 49名 ,现有在职人员 43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 )部 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年 我单位收入合计 92⒐76万 元 ,其 中财政拨款收入

92⒐76万元,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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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 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年 我单位支出合计 955.29万 元,其 中基本支出 757.76

万元,占 7⒐32%;项 目支出 19⒎ 53万元,占 20.68%。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 )部 门预算管理

根据 《政府会计制度》、《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单

位层面管理制度、业务层面管理制度,完成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建设,特别就
“三公经费

”
等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规范了经费支出流

程,制定了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差旅费、办公费等相关实施细

则,厉行节约、严控
“三公经费

”
和 日常公用经费;接待制度对人

员、标准、接待程序都予以规范,对车辆管理、维修、费用支出

都进行了明确。同时,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实行
“
整体部门预算

”、

“三公经费
”
预算、

“
政府采购

”
预算公开制度。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 )评价结论

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通过自评,评分 81分。

(二 )存在问题

相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虽然涉及绩效管理内容,但是还不

够完善,需要按照绩效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应制度和机制。

(三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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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作机制。完善建立预算绩效管理覆盖绩效目标、绩效

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流程,加强绩效评价,全面检

查资金在各个环节和流程中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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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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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丿| 法 总 )

财决公开01表

单

3,083.93 0,41

1,587.66 0,00

0.00 0.00

0.00 1,812,75

0.00 790.24

0.00 0.00

0.00 0.00

0.00 172.10

83.71

0.00

1,587.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敛0,30

0.00

0.00

0.00

0.00

0.00

4,671.59 4,587.17

0.00 0,00

369,78 451,19

5,041.37 5,0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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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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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决算表
财决公开02表

总 )

204

20406

2040601

2040602

2040607

2040610

205

20507

2050702

20805

2080506

210

21011

2101101

|2101102

212

21208

2120899

221

2210201

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2.%d —

4,671.59 3,083.93 1,587.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23.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公共安全支出 1,923.ll

司法 1,923.11 1,923.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行政运行 1,017.69 1,017,6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42.42 842.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法律援助 43.00 4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社区矫正 2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支出 761.71 764.7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特殊教育 761.71 7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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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学校教育 764.71 764.7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10 172.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2.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72.1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6,42 1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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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68 15.68

卫生健康支出 83.71 83.7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3.71 83.7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行政单位医疗 60.06

事业单位医疗 23.65 23,6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乡社区支出 1,587.66 0,00 1,587.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87,66 0.00 1,587.66 0,0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587.66 0.00 1,587.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住房保障支出 140,30 140,30 0,00 0.00

住房改革支出 140.30 140.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0.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住房公积金 140.30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 )

∷|科||面编码 ,∶ 簿出|·iilii槲 li|i藕枷∷
∷∷|本傩收|人畲∷

珈
Ⅱ

珈
″
∷

∷∷∷∷

"∷

艇公溅∷罐
∷∷篝眨|藜∷谶鼙
∷∷∷∷∷∷∷∷∷∷∷∷∷∷∷∷∷∷∷∷∷∷∷∷∷咚

^∷

∷∷∷∷∷|iT,

∶:蘧府:略攥龠∷
∷∷∶亵:篝:豺跛披∷
i|::|i∶款收入 ||||||||||||||||||

∷∷∷擞有资

|本经营

||预|箨财∷
∷跛拨款
收入

|∷婴黜

i
推

〓一一一一一一儡
≡≡≡≡≡〓惶
一一一惬

惬
惶
癯
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溷

一捆
旧一一鞫
图
一一一一一腼

耀
惭
〓

瀚
M
撇

一翻
≡≡≡≡≡≡≡≡≡≡纠

∷|||跚|蹋|||鹏|∷

∷∷∷||I|II|||iiiiiiilli|II|||I||||1|I|||
:揲鲱|泔燃:∷

|||酬

b
o

在

上

件
3 ∷∷∷∷∷∷∷∷∷∷∶∷∶∷∷∷∷∷∷∷|6|

’
(

o
b

0
￠i糍|挟

∷∷∷∷耱
∷∷磕扣∷
∷|△趴 ∷预

∷畲忡

ο
×
υ

n
v

9
乙

2080505

22102



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3表

丿| 总 )

201

20111

2011105

204

20406

|2040601

2040602

2040607

2040610

205

20507

2050702

|208

20805

2080505

2080506

210

21011

2101101

2101102

212

21208

2120899

221

22102

2210201

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  3.%d

金 兀

4,587.17 2,006.51 2,580.66 0.00 0.00 0.00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0.41 0.00 0.41 0.00 0,00 0,00

纪检监察事务 0.41 0,00 0.41 0,00 0.00 0,00

派驻派出机构 0.41 0.00 0,41 0.00 0.00 0,00

公共安全支出 1,812.75 1,017.69 795,06 0.00 0.00 0.00

司法 1,812.75 1,017.69 795,06 0,00 0.00 0,00

行政运行 1,017.69 1,017.69 0,00 0,00 0.00 0.00
一股行政管理事务 732.06 0.00 732,06 0.00 0.00 0,00

法律援助 43.00 0.00 43.00 0,00 0.00 0,00

社区矫正 20.00 0.00 20,00 0,00 0.00 0.00

教育支出 790.24 592.71 197.53 0,00 0.00 0,00

特殊教育 790.24 592.71 197.53 0,00 0.00 0,00

工读学校教育 790.24 592,71 197.53 0,00 0.00 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10 172,10 0.00 0,00 0.00 0.00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72.10 172,10 0,00 0,00 0.00 0.0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6.42 156.42 0.00 0,00 0.00 0,00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68 15.68 0.00 0.00 0.00 0,00

卫生健康支出 83.71 83.71 0.00 0.00 0.00 0.00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3.71 83.71 0.00 0.00 0.00 0.00

行政单位医疗 60.06 60.06 0.00 0.00 0.00 0.00

事业单位医疗 23.65 23.65 0.00 0.00 0.00 0.00

城乡社区支出 1,587.66 0.00 1,587.66 0.00 0,00 0.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87.66 0.00 1,587,66 0,00 0,00 0.0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587.66 0.00 1,587.66 0.00 0,00 0.00

住房保障支出 140.30 140.30 0.00 0.00 0.00 0.00

住房改革支出 140.30 140.30 0.00 0.00 0.00 0.00

住房公积金 140.30 1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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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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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财决公开04表

3,083.93 0.41 0.4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1,587.66

0.00 0.00 0,00 0.000.00

1,812.75 1,812,75 0.00 0.00

790.24 790.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2.10 172.10 0.00 0,00

83,71 83,7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87.66 0.00 1,5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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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0 1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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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1.59 4,587.17 2,999.51 1,587.66 0.00

325.88 410,30 410.30 0.00 0.00

325,88

0.00

0.00

4,997.47 4,997.47 3,409,81 1,5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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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 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闸本年度财政拨款实 uI、 支出情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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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6表

丿|

2,999.51 2,006.51 993.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41 0,00 0.41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0.41 0.00 0.41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0.41 0.00 0.41

204 公共安全支出 1,812.75 1,017.69 795,06

20续06 司法 1,812.75 1,017,69 795,06

2040601 行政运行 1,017.69 1,017,69 0.00

0.00 732.06204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732.06

2040607 法律援助 43.00 0.00 43.00

0.00 20.0020‘10610 社区矫正 20.00

205 教育支出 790.24 592.71 197.53

20507 特殊教育 790,24 592.71 197.53

2050702 工读学校教育 790,24 592.71 197.5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2.10 172.1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72.10 172.1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6.42 156,42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68 15,68 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3.71 83.71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3.71 83,71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60.06 60,06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3,65 23.65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40.30 140,3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40.30 140.3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40.30 1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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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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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08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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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87 128.65

Ji

注:本表以
“
万元

”
为金额单位 (保留两位小数),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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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42 993.00

201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0.00 0.41

20111 纪检监察事务 0.00 0.41

2011105 派驻派出机构 0.00 0.41

204 公共安全支出 905.42 795.06

20406 司法 905.42 795.06

2040602 一股行政管理事务 842.42 732.06

2040607 法律援助 43.00 43.00

2040610 社区矫正 20.00 20.00

205 教育支出 172.00 197.53

20507 特殊教育 172.00 197.53

2050702 工读学校教育 172.00 1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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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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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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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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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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财决公开11表

)

212

21208

212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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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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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d -

0.00 1,587.66 1,587.66 0.00 1,587.66 0.00

城乡社区支出 0.00 l,587.66 1,587.66 0.00 1,587.66 0.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0.00 l,587.66 1,587.66 0.00 l,587.66 0.00

0.00 1,587.66 1,587.66 0,00 1,587.66 0.00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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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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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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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