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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因部门职责涉密,不予公开。

二、机构设置及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根据部门职责,中 共四平市委宣传部内设 9个机构,分

别为 :

一、 办公室

二、 理论与研究室

三、新闻科 (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新闻办公室)

四、 宣传教育科

五、文化科 (政策法规科 )

六、 出版和版权管理科

七、 文明创建指导科

八、道德建设工作科

九、 机关党支部 (干部科)

纳入中共四平市委宣传部 2021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

的单位包括 :

中共四平市委宣传部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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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表

扭门 .中共四再南番窟传塑

收人 茨出

项.  E1 行 方 决蔡魏 顶  El 行 次 诀寮斛

栏  铁 栏  次

一殷生共J员 掇财硬拟淤10人 ‘‘￠ ●‘ -,一撅公共陬务支出 ‘‘ ‘啷 .,‘

二 政府性套翕硬舞财矽然款收人 八、社会保限和就业支出 ‘● ‘‘.每 |

三 国有资村经鳖纳攘财I●抵飧咂人 九,卫生链糗交出 ‘‘ ‘●.烟

四.上级卟助收人 十九、住麽碌碾支出 ‘

`
,‘  ‘●

吞,01‘ 9动 入 ‘么

六 ,经膏 ll众 人 ‘合

t,的媾黑位上瘤收人

从.其 他收人 ,●.W

'
本年收入合计 |‘ ‘●.Ⅱ 本年文浙食计 西 ‘9‘ , △

键用非财政拨款给余 ‘‘ 给案分配 郎

年钔结9钎Q绾守 9溷 海.匆 工;’箔辑和结京 ‘‘●

总计 9谩 9‘ ●●.田 总计 奉 ‘‘9`."

收人支出决算总表

收入决算表

0Ⅱ”关
中位.两元

公弃g2亵

率幢:为元

注.1本表反脾都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牟未结转结余慵祝.

a奋薷报裘金簸单位转捩时可能存奋震梦误差。

二、收入决算表

溺门.中 失四平 梅

项   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欺收人 上级补助煅人 露业收人 绍聋岐、 瞰属单位上缴
收人

赏他收、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铒目名称

栏浓

合计 lls9.48 lls2,6】 氵6.  7

20l 一搬公关服务支出 1077,85 l0‘0,88 36.27

20133 蓬借臻务 1077,85 】040,88 36.9氵

?n13301 行政运行 30s,85 3s.97

20193o￡ 一般行政鬻遭鼙务 735,● 3 ?55 03

20z 社会保簿和就业支出 41,8Q

?● 8●5 行政蓼业单位养老支出 41,80 11.80

￡080sO5 矾未吊业率位基本捧亳侠隐缴烫支出 41.80

21● 卫生健廉莨出 18 69 18.69

:1● li 行政事业黛位医疗 18.69 18.69

21011● 1 行政单位器疗 16,】 ● I6.10

21D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s2 1.62

210l109 苴他行政蓼业单位医疗支出 1.08 1.08

2:】 住房保簿支出 31.14 31,10

2?】 )。 隹裙改革支出 31.11 a1.1售

22】 0201 住启公积全 31.14 31,1磅

注‘苯袭反映鄂iη本年度魏镫合0各项收人情况。

一
、 支出决算表

-、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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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平0:袭

碎位.乃元寄 |△ .中 央四午 餐 鄯

顶   目

本年支出合计 釜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籀上级支出 羟薰支出
对附灞单位补助

支出功能分夯
科目锔码

科目名称

枯次

合计 403.7】 737.95

20】 一锻公共服务支出 313.29 737.95

20133 富{夸醪务 lrJ51 2d 3】 3.29 ?37.95

。01●301 行礅运行 313.29

2013302 一授行政管理搴务 氵37.9$

208 社会保膝和俄业支出 41.80

2fl:● 5 行政事业单位界意支出 4】 .80 41 80

2●BOsO5 机完碜业申蛀基本礴滗碑缝劭员交出 4】 .80 ‘1.80

?ln 卫釜健廉支出 17.48 17.48

21● tl 行政鼙业单位医疗 lt.4裼 !9.48

210110∶ 行政单位医疗 15.08 】5.08

2】 0】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40 】.40

210110⒚ 其他行政囊业单位医疗支出 o.99 0.99

221 住房保礞支出 31.14 31.l‘

22102 馁房改革支出 01.14 31,14

22102● 1 住房公耜盒

走,本表反腴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横祝 .

财政拨款收人支出决费总表
皙9岭

●
`9·

●‘

4●人 支出

顶  自 0^ 空敏 顶  目

`9●

台 订
一然公盐i^萆

财政俊敦
波耐谁备企预
蓐财诎拔歇

国育贞+经醉 贞
蓐时放睃默

挫  rt ‘ 栏  认

一惑公共各皈 财玻俊招

` 9  ,‘

-,一 被公

^暖
务支出 9“ |9●

△.称有坐鎏垃梅燕财积簇然 i.外文文出

囱渭资本疼薰洒受财I9俄狱 国呖支出

四.公关交童支出

五 ,钞看交出
·l 社会每晦和就业交出 ‘‘.·

,1.卫生被麽变出 9| 9″ Ⅱ 、y..·

十九 .t偶 碑辫支出 ,z |‘ .‘‘

本卒 tt人 合计 本午支出合计 ,, ‘‘0.`●

革●il财 政残豁拮转和缟紊 辱莱”政拨耕络格和络命

一砷公f峤及哂玟张欺 ”

抄府蛙整莹J0∶0则砷辑然

囱有 ·t卞 这察谪露财I0j搀 款 ‘9

总 计 ‘‘,‘ ‘● 总计 ‘9“ ,●

汪·牛衰反映郡|1甘午度一易公土獭覃财政拔换.砂 昕怯膂纛晒蕈咿诹捞称和自有资本经皙硕覃财渺拔瞅的总嬷支和年方绮转甯A将祝 .

I141.‘ 6

1051.21

s13.29

?a7.95

41.80

31,l钅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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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锻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Os来

觯妓:石 元蔽11:中 蛀四平市蚤寰传部

项  目 本年支出

功能分类科回
煸码

科回名称 小计
蕃本支出

项回支出

小计 人员经登 公用经爱

栏护

合计 1,134,70 了95.81 356.19 ●0.s2 737,95

201 一殿公共服务支出 】044.34 306.30 265.77 40,62 737 9s

301|3 鲎传薄务 lO44.34 aOG.3o 265 77 ‘0.62 737.gs

2ole3o1 行政运行 306.39 30s.39 265,77 40.`,2

2o13aO2 一锻行政管理鍪务 737 95 737.0s

⒓Os 社会保陴和。91业支出 自1,80 41.80 龟1.80

208· 05 行政餮业单位赛老支出 41,80 41,80 41.80

2080sO巳 抵芙每业单位鎏毒希鞭 费支出 ‘1 80 ‘1.80 ‘1.8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48 17.48 17.48

210ll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48 lt,48 17.48

210】 1●】 行政单位医疗 15,08 15.08 15,08

2101L0a 公务员医疗补助 1,40 1,‘ o 1.40

210ll s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99 o.99 o,99

221 接房保陴支出 31.l4 31.14 s1.1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1,l仑 31.14 31 14

221● 201 住房公积婕 31.14 31.l逆 31.14

i=E.本表反陬部门本年度一股公关预蔡财u●拨淼支出情祝。

开06丧

一
^

挪ll.中 鼓四平

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熊訇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表

公

蔡砬

W目海神 禊客蔽
短济分获
黏臼鲈鸡

快豫蛾
蛏济分炎
科目幻冯

科 目名狲

工粱透猁支出 两品和履秀支出 39.5g 廖务利轻两亵 铞支出

遽本工演 办公豳 国 内梅诱 付良
赓贴讣蛾 00焚 潮网¤ 圈外易务付簋
奖全 杏溷助 资本性安出 ‘ 的

伙演9⒈助镝 ∞,× 革磅腕 隅曙蔽筑物购曦
痪效】凌 水波 咖性设暮蛐 帝

机关苓业麟位基本蔡老像睃皲费 苓网设色晌青

职业率至炒次 诩电馋 整勘怜铷遇设

卸工每本匿椤傻隐痴厉i| 妞硬臻 大型修婚

|台笨露疹补锄缀痴 扔业嗲理功 艟恩网络及弦件蚺紧费轿
∞ ||● 宜仰议会‘9蝉致廒 骞痴: ●‘∝咱 物菸赭番
铷||9 读露怂I。 基 99 9‘ ●‘

"^
土地补籀

∞‘|| 蜃疹砷 ”迈‘9 缭惫 (|8)自 蓊灭补助
”|09 其俚正谭瀑利嚣迅 ‘ 妇 摁噙弗

对个 人和露晚的体妫 鲁ˇB 胼迂补僚
罱体泌 铷 0‘ ● 暗训宓 公务用军购工
退休盏

"0‘ `

u务接待n 菸伯文通工黑盹蛋
趣煦 ′铨 )叠 ∞,9‘ 专陶妫料泅 文物相略到晶购屠

”●N 辘啕盘 斑 ,※ 被裘购王宓 无形资产婀悬
宝滔ir的 专用必抖B 蒸馏奏本性茭出

箪●W燹 蚊·辨多 嚣务曰 萤lu奏 出
∈分赛9}助 aO:a1 鋈抚业务叠 瓣与
助学生 ||,,蔺 工舍轻銮 囹豸略僧薮罔妄出

两9|9 焚勋全 西 ● 9● ,匆 攘Ⅱ|畲
·
 对民溷纛蜜莉蟪硬

·
疑菇众iI香

扭99i| 个.人丛业生产分|蛄 ‘●●99 公务 网室该行婚48b 9夜 ∞● 鼓砸支出
9|9Ⅱ ‘ 代篮查夸谇贩亵 赏他交由晦用
,|9|9 箕他对个人担芨碾曲补助 |● 蜘 被全浸畸锢播筛

颜 嘲 基他两属桐镏务支出

违‘体表反般都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薄财政拨歙善本支出明细情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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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T~~~1  --

}             l
—

r— 曰

—
冂

匚二二二二彐

殓·乔分数
科圄魄鹉 科目名裰 决膂獭

丽≡

≡

L
·〓
卜F
广

om_1

—
商流

—

L~丝鱼
L_J

1-

「
~η

△睡确-~

— L卫-哩 -

L业2~=

|LL王垂面巫匡
=△

互
·
虿TT~l

至~J_

E汀Tˉ

垫丝L~
铷,率

l

r— =r—
r—
r— =
rT△

—
η—
η

工二二△殛ITr瓦 酾甬丽羲丽 旷
~「 ~△

—
η

—
·

—
·

—
·

—
·

=二彐
———   l



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篮表

公开Ol茶

率位 .万 元:中 上四平市势瘳砖勘

潮 ‘中共四平南费蘩黄露

项  目

年 !7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扯

年末络案和结余功能分类
科自煸码

科回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栏次

合计

两藤数 决簿数

营计
国公出图
(媲 )费

公务用车盹置及运行奋

公务接待夤 台计
国公出国
(壤 )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角用车
购工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瑟露

公务用车
该行费

ll 】:

汪‘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
‘′三公

”
经贾支出预诀攘慵祝。其中,预篱数为

t· 三公
”
经费全年预藜数,反殃撩舰定程序调整后的预蕈数R谀

蕞数是包括当年一搬公共预算财礅拨款和以前年蘧结转谈全安排的实际支出。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歉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08裘

单位 :万 元

讧,本表反晗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全预藜时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九 、 玉 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叠

10

}      |      |      1      |
|      |      |      1      |
}   |   |   |   |

— L— -⊥— L— 上_⊥ _

项目支出

——   |L二TTT



国有资本经曹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经鹫预舞财政拨歉支由情况。

公弄09莪

项  El 本年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
螭码

科目名称 合计 鎏本支出 项目支出

栏试

合计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9

匚二二二

「
~

l

r—
L__-



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收、支总计各 1177.87万元。与 2020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16⒋ o6万元,增长 16.2%。 主要原因:新

增党史教育和建党百年工作。

1177.87

1013.81

20211|^

m收支总额 (万凡 ,)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1169,48万 元 ,其 中:财 政拨款收入

1132.51万 元,占 96,8%;上级补助收入 0万元,占 0%;事

业收入 0万元,占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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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7万元,占 3,2%。

1200

115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
υ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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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万元 )

△财政拨款收入翌其他收人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11组 .66万 元,其 中:基本支出403.71

万元,占 35.4%;项 目支出 73⒎ 95万元,占 6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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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 356,19

万元,占 88.2%;公用经费 47.52万元,占 11.8%。

口来本文出 ·I项 ||文 出

支出 (力
·
元 )

11

I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 1136,17万 元,与 2020



1160

1140

1120

1100

1080

1060

104C)

I020

1000

980

960

940
20201-`尖 2021△∶|支

。收支总 il(万 庇 )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134.76万元,占 本年支出合计

的 99.4%。 与 2020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96.46万 元 ,

增长 20.9%。 主要原因:当 年人员有变动,且部分工作年底

完成,支 出尚未申请,于 2022年支付完毕。

1136.17

1007.37

鳓

12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28.8万元,增长 12.8%。

主要原因:新增党史教育和建党百年工作。



N表标题

1200

1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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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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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卜 2021· i=

潜刁 II.!|们 iliil[(I`△ )

财政拨款支出

簿 ;大 1′
△1‖t‘ (共 )支 ||!

簸 r1ˉ 公仪hi;:lit W(大 )tl||

鑫 |J'∷世中 (大 )△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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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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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13⒋ 76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支 出 10狃.34万元,占 92.1%;社

会保障和就业 (类 )支 出组,8万元,占 3,7%;卫生健康 (类 )

支出 17△8万元,占 1,5%;住 房保障 (类 )支 出 31.14万元 ,

占 2.7%。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255.65万 元,支 出

决算为 113⒋ 76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90叫 %。 其中:

1.一 般公共服务 (类 )宣传事务 (款 )行政运行 (项 )

年初预算为 336△ 5万元,支 出决算为 306.39万 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1.2%。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员

有变动,导致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2.一 般公共服务 (类 )宣传事务 (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

务 (项 )年初预算为 831万 元,支 出决算为 73⒎ 95万元 ,

完成年初预算的 88.8%。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当

年部分工作年底完成,支 出尚未申请,于 2022年支付完毕。

3.社 会保障和就业 (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款 )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项 )年初预算为 37.04万元 ,

支出决算为 41.8万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12.9%。 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人员有变动。

⒋卫生健康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行政单位医

疗 (项 )支 出年初预算为 13.89万元,支 出决算为 15.08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6%。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年初预算数由系统自动生成,由于比例计算关系,导致数

据有所差异。

5,卫 生健康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公务员医疗

补助 (项 )支 出年初预算为 1.62万 元,支 出决算为 1.4万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86,4%。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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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初预算数由系统自动生成,由 于比例计算关系,导致数

据有所差异。

6,卫 生健康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其他行政事

业单位医疗 (项 )支 出年初预算为 1.39万 元,支 出决算为

0,99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71.2%。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年初预算数由系统自动生成,由 于比例计算关系 ,

导致数据有所差异。

7.住房保障 (类 )住房改革 (款 )住房公积金 (项 )支

出年初预算为 3⒋ 26万元,支 出决算为 31.14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0.9%。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基数计算

有变动,导致公积金缴费支出增加。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96,81万元,其 中:人 员

经费 356,1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

他工资福利支出、奖励金。

公用经费 40,6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

电费、差旅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办公设各购置。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一 ) “三公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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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
“
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0万元,支

出决算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 0%。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二 )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
“
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

(境 )费 支出决算为 0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支出决算为 0万元,占 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 ,

占 0%。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 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本年收入 0万元;本年支出 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万元。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十、关于 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一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组织对 2021年度部门预算理论武装工作项 目等 9个二

级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737.95万元,绩效自评

率为 100%。

(二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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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如下 :

(1)理论武装工作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2⒐ 9

万元,执行数 2⒐9万元,执行率为 100%。 该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如下: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基层宣讲活动 3000余场;组织市委理论中心组集体

学习 14次; “
学习强国

”
平台注册人数 5万余人,注册率

在全省名列前茅。

(2)意识形态工作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4.6

万元,执行数 4.6万元,执行率为 100%。 该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如下:举办舆情信息员培训班 1期 ;组成 8个督导组

对各县 (市 )区 、市直各党委 (党组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督查 1次。

(3)舆论引导工作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468

万元,执行数 457.44万元,执行率为 97.7%。 该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如下:2021年 ,中 省直媒体、重点商业新闻网站

刊播我市有关报道 800余篇,其中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头题 1

条,嘹望 l篇 ,人民日报 5篇 ,央视
“
新闻联播

”4篇 ,央

视各频道 6篇 ,央广
“
新闻和报纸摘要

”1篇 ,为 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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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

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99分。项目全年

预算数 59.8万 元,执行数 5.15万元,执行率为 8.6%。 该项

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通过重大典型选树活动,进一步

弘扬正能量、倡树新导向,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先

进人物学习。加大了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管理,充分利用

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活动。通过户外氛围营造工作, “云

看四平 凝视美好
”

城市慢直播等,多 维度传递四平城市文

化,提升城市美誉度。部分工作年底完成,支出尚未申请 ,

于 2022年支付完毕。

(5)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99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190.2

万元,执行数 153.8万 元,执行率为 80.9%。 该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如下:圆 满开展庆祝建党 100周 年系列文化活动;

制作经典二人转翻拍计划第四季,在腾讯、喜马拉雅、吉视

传媒等多平台上线;成立四平院线联盟,联合文化、卫生、

消防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部分工作年底完成,支出尚

未申请,于 2022年支付完毕。

(6)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

设定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93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7.8万元,执行数 2.3万元,执行率为 2⒐5%。 该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如下:在省级文明集体换届中,全市有 2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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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60个村镇、80个单位脱颖而出,获得省级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荣誉,充分体现了全市文明创建

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载体活动
“
文明

小区
” “

文明餐桌示范食堂 (示 范点 )” 评选工作,进一步

提升了群众的文明素质。启动
“
同心行动

”
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项目,活动效果得到群众广泛认可,新华网、吉林日报

等进行刊发报道。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缩减会议、无

宣传费用。接下来工作将进一步优化活动载体”压缩开支。

部分工作年底完成,支 出尚未申请,于 2022年支付完毕。

(7)道德建设工作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47

万元,执行数 28万元,执行率为 59.6%。 该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如下:年度评选
“四平好人”70人 ,形成常态化工作

机制;广泛开展
“
同心”

行动等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度不断

提升;全市评选
“
新时代好少年

”150人 ,开展爱国主义读

书活动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水平有所提升。部分工作年底

完成,支出尚未申请,于 2022年支付完毕。

(8)干部队伍建设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23.7

万元,执行数 0万元,执行率为 0%。 该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如下:培训活动将意识形态、理论学习中心组、新闻发

言人、扫黄打非培训班、宣传干部
“四力

”
教育等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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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合,统筹开展。培训设置有宣传工作条例、意识形态、

突发事件舆情处置、新闻发布、扫黄打非等内容,以课堂讲

授、现场体验与学习参观、交流互动、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授课。全市宣传战线 300余人参加,提升了各级宣传

干部的能力素质。部分工作年底完成,支 出尚未申请,于 2022

年支付完毕。

(9)党史学习教育及建党百年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实

际工作临时设定的绩效目标,该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项目

全年预算数 56.76万元,执行数 5⒍76万元,执行率为 100%。

该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拍摄建党百年百人百地百事

专题视频;制作建党线上图片展;确 定 13个代表人物,拍

摄 13集专题小视频;制作建党百年宣传标语,更新户外交

通指示牌、擎天柱、路灯杆刀旗等。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1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0,62万 元,比年初预算

数增加1.42万元,增长3.6%,主 要是驻村第一书记补助未列

入年初预算,导致实际支出数比预算数增加。

(二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1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4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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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45万元,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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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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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中 共四平市委宣传部共有车辆

0辆 ,其 中,副 部 (省 )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辆 、主要领导

干部用车 0辆、机要通信用车 0辆 、应急保障用车 0辆 、执

法执勤用车 0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 、其他用车0辆 ;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各 0台 (套 );

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各 0台 (套 )。

本单位不涉及此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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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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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收入:指 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未

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

收 已核销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 ,

从省财政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非省财政取得的经

费,以 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等。 (只 保留部

门已发生的收入明细,未发生的收入明细删掉 )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

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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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七、
“三公

”
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
”

经费,是指省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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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政机关维持运转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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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或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所开支的相关支出,是政府行政开支的

一部分。其中,因 公出 (境 )费反映公务出 (境 )的

际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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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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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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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

的支出。

20133 宣传事务: 反映中 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支出。

2013301 行政运行: 反映本单位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

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0133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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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玉

玉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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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

业方面的支出。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养老方面的献出。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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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卫生健康支出: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

的支出。

2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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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的医疗经费。

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

医疗补助经费。

201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

以外的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221 住房保障支出:集 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

出。

21102 住房改革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

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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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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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经济功能分类科目

301 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

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

会保险费等。

30101 基本工资:反映按规定发放的基本工资,包括

公务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的岗位工资、技术

等级工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各类

学校毕业生试用期 (见 习期)工 资、新参加工作工人学徒期、

熟练期工资;军 队 (武警)军官、文职干部的职务 (专业技

术等级)工资、军衔 (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军龄工资;

军队士官的军衔等级工资、基础工资和军龄工资等。

30102 津贴补贴:反映经国家批准建立的机关事业单

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机关工作人员地区附加津贴、机关工

作人员岗位津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殊岗位津贴补贴。

30103 奖金:反映按规定发放的奖金,包括机关工作

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等。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反映单位为职

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代扣的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不在此科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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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反映单位为职工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反击按规定可享受公务员

医疗补助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公务员医疗补助费。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单位为职工缴纳的失业、工

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军队 (含武警 )

为军人缴纳的退役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费。生育保险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地区,相关缴费不在此科目反映。

30113 住房公积金: 反映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

房公积金。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反映上述科目未包括的工资

福利支出,如 各种加班工资、病假两个月以上期间的人员工资、

职工探亲旅费、困难职工生活补助,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 (不

包括劳务派遣人员)劳 务报酬及社保缴费,公务员及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转入企业工作并按规定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给予的一次性补贴等。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各物资等资

本性支出。

30201 办公费:反映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

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30202 印刷费:反映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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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7 邮电费:反映单位开支的信函、包裹、货物等物

品的邮寄费及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等。

30211 差旅费:反映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发生的城市 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30215 会议费:反映单位在会议期间按规定开支的住宿

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支

山
山 o

30226 劳务费:反映支付给外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 ,

如临时聘用人员、种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 审费等。

30228 工会经费:反映单位规定提取或安排的工会经费。

30239 其他交通费:反映单位除公务用车维护费以外的

其他交通费用。如公务准能补贴,租车费用、出租车费用,怒

色、船舶等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30299 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上述科目未包括的日常公

用支出。如诉讼费、国内组织的会员费、来访费、广告宣传费

以及离休人员特需费、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等。

310 资本性支出:反映各单位安排的资本性支出。切块

由发展改革部门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不在此科目反映。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反映用于购置并按财务会计制度

规定纳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的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各的支出,

以及按规定提取的修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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