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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辖区综合事务管理，行使组织领导、综合协调、

监督监察等行政管理职责。负责辖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协

助有关部门搞好防灾救灾、社会救助、拥军优属、殡葬、老

龄、妇幼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等工作；配合搞好辖区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就业、食品药品监管等工作；做好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等社会保障工作及环境

保护工作；协调与驻地各有关方面的社会事务。

(2).加强平安建设宣传、普法教育、矛盾纠纷调处，做

好群众来信来访处置、民族宗教、社区矫正等工作，提升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加强流动人口管理，配合搞好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协助做好辖区应急、防汛、防震、抢险、人

防、房管及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等工作；协助做好国防动员、

民兵训练和公民服兵役等工作。

(3)．配合搞好辖区产业规划制定，为招商引资、产业

结构调整等提供良好服务；配合搞好辖区劳动监察、文化市

场监管等有关工作；组织开展创建文明街道、卫生街道、文

明单位等活动，提供辖区有关统计数据。

(4)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社区干部队

伍建设；指导社区自治组织工作，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居

民监督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履行职责，提高管理服务能力。

2．机构情况：

路井镇政府内设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社会事务管

理办公室、综治信访办公室、农业综合管理办公室、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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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镇村财务核算中心办公室。

二、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

（1）党的建设

一是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持政治建设统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加强政治纪律监督检查。二是全面加

强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坚

持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规范党委中心组和各

党（总）支部的政治学习，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选

优配优后备干部队伍。三是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力压

实“两个责任”，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加大纪律审查力度，

持续开展正风肃纪工作，用钉钉子精神整治“庸、懒、散、

软”等不作为问题。四是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水平，认真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五是全面打造过硬支部堡垒，大力实施软弱涣散村治理，大

力推进党员活动质量提升，大力抓好党员组织生活管理。六

是全面建设创新型党组织，打造区域品牌亮点，积极推进党

支部联建，大力拓展基层党组织。

（2）脱贫攻坚

一是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抓帮扶。按照

“四个不摘”工作要求，制定并落实后续帮扶措施，建立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全面落实防返贫监测机制。重点对建档立

卡户、脱贫户和边缘户实行动态监测、实时监测，按照“缺

啥补啥”的原则精准帮扶，确保到 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已脱贫户稳定脱贫不返贫，非贫困户不发

生新的致贫。二是围绕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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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全面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帮扶责任人

的主体责任与帮扶责任。围绕脱贫攻坚政策体系，整合涉农

资金、扶贫资金，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基础设施；

在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方面再下大力，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确保人均一亩增收产业，户均一人打工就业；充分发挥

危房改造、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社会兜底等措施的保障性

作用；全面系统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完善安置点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实后续产业、就业帮扶；继续做好扶

志扶智工作，树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

（3）乡村振兴

一是完善乡村振兴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 字方针，以镇区为中心，

以 108 国道为轴线，以“两条示范带”为重点，科学编制全

镇乡村振兴规划。二是加强乡村振兴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党

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副组长，各分管领导为成员的乡村振

兴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各项工作

任务的落实。三是全力推进“五个振兴”。突出“五定”工

作，即定规划、定目标、定任务、定时限、定措施。四是高

标准持续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5 个（新民、南庄、西王、东

吴、赤城）。五是持续提升和加强两个“四好农村公路”示

范带建设，以镇西路、崔北路、康庄大道、镇南路为环线，

总长 15 公里，提升打造突出镇域特色的景石、主题雕塑、

文化景墙等，建成七彩大道、农情大道、龙珠大道、创新大

道。以西范路、西紫路、安太路、黑七路为环线，总长 22

公里的“四好农村路”，持续进行绿化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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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提升

一是完善乡村振兴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 字方针，以镇区为中心，

以 108 国道为轴线，以“两条示范带”为重点，科学编制全

镇乡村振兴规划。二是加强乡村振兴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党

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副组长，各分管领导为成员的乡村振

兴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各项工作

任务的落实。三是全力推进“五个振兴”。突出“五定”工

作，即定规划、定目标、定任务、定时限、定措施。四是高

标准持续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5 个（新民、南庄、西王、东

吴、赤城）。五是持续提升和加强两个“四好农村公路”示

范带建设，以镇西路、崔北路、康庄大道、镇南路为环线，

总长 15 公里，提升打造突出镇域特色的景石、主题雕塑、

文化景墙等，建成七彩大道、农情大道、龙珠大道、创新大

道。以西范路、西紫路、安太路、黑七路为环线，总长 22

公里的“四好农村路”，持续进行绿化补植。

（5）城镇建设

一是加快美丽集镇建设。扎实开展省级文明镇创建活

动，进一步完善街道基础设施，有步骤的实施街道立面改造

工程。二是制定街道规范化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强化

商户门店、流动商贩和集市的经营管理，建立长效清扫保洁

机制，进一步提升街道管理水平，年内争取省级文明镇成功

创建。加快美丽村庄建设。加强 108 国道镇区过境段及村庄

巷道的整治，切实提高管理水平，真正形成一批有特色、有

亮点的示范村。三是 2020 在镇区新建垃圾收购点四个分别

为（政府门口、东街十字、印光路和教育路）四是完成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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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危改户的卫生厕所五是加强农村综合治理。完善基层

治理体系，发挥“一核三会”作用，在新民社区、雷庄村先

行试点。年内力争打造 3 个县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合阳县路井镇人民政府设行政单位 1 个；事业单位 0 个。

纳入本部门 2020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

有 1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合阳县路井镇人民政府（本级）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69 人，其中行政编制

26 人、事业编制 43 人；实有人员 71 人，其中行政人员 32

人、事业人员 39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60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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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收入 2953.07 万元，较上年增长 783.61

万元，增幅 36.12%，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支出

2953.07 万元，较上年增长 783.61 万元，增幅 36.12%，其

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收入合计 2953.07 万元，较上年增长 36.12%，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29.28 万元，占 95.8%；

政府性基金收入 123.79，占 4.2%：事业收入 0 万元；经营

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上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29.28 万元，为县级

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较上年增长 723.32

万元，增幅 34.35%，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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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性基金收入 123.79 万元，为县级财政当年拨付

的基金，较上年增长 60.29 万元，增幅 94.94%，主要原因是

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化。

3、事业收入 0 万元。

4、经营收入 0 万元。

5、其他收入 0 元。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

7、上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支出合计 2953.0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59.28

万元，占 46%；项目支出 1593.79 万元，占 54%；经营支出 0

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结余分配 0 万元；年末

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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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支出 1359.28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

支出 630.19 万元，较上年减少 71.52 万元，降幅 11%，主要

原因是人员减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0.8 万元，较

上年减少 328.75 万元，降幅 80%，主要原因是生活补助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 648.29 万元，较上年增长 253.59 万元，增

幅 39%，主要原因是扶贫任务重，业务量增加。

2、项目支出 1593.79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

括文化旅游与体育传媒支出 20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040 万

元，农林水支出 16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50 万元，其它支

出 123.79 万元，较上年增长 930.29 万元，增幅 58%，主要

原因是根据我县安排，乡镇政府下属事业单位统一填报在政

府。

3、经营支出 0 万元。

4、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

5、结余分配 0 万元。

6、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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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2953.07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829.28 万元，较上年增长 723.32 万

元，增幅 34.35%，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化；

政府性基金收入 123.79 万元，较上年增长 60.29 万元，增

幅 94.94%，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化。

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2953.07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1359.2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46.67 万元，降幅 9.74%，

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化；项目支出 1593.79

万元，较上年增长 930.29 万元，增幅 140.21%，主要原因是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成和投入使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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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953.07 万元，

较上年增长 783.61 万元，增幅 36.12%，主要原因是人员工

资增加。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829.28 万元，

其中：

（1）行政运行（政府）（2010301）支出 514.94 万元，

较上年减少了 58.88 万元，降幅了 10.26%，其主要原因是人

员减少。

（2）行政运行（党委）（2013101）79.44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3.36 万元，降幅了 4.05%，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3）其他文化支出（2070199）12.04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0.56 万元，降幅 4.44%，原因是人员减少。

（4）其他广播电视支出（2070899）6.02 万元，较上年

减少了 0.28 万元，降幅 4.44%，原因是人员减少。

（5）其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79999）20 万，

较上年增加了 20 万，增幅了 100%，原因是增加了文化体育

设施。

（6）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67.69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13.44 万元，降幅了 16.57%，其

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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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2100799）42.14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 1.96 万元，降幅 4.44%，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

少。

（8）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23.872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1.528 万元，降幅 6.02%，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9）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120399）1040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040 员，增幅 100%，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

（10）其他农业农村支出（2130199）84.28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13.92 万元，降幅 14.17%，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

少。

（11）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2130299）24.08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 1.12 万元，降幅 4.44%，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

少。

（12）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24.08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1.12 万元，降幅 4.44%，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少。

（13）生产发展支出（2130505）160 万元，较上年减少

了 30 万元，降幅 15.79%，主要原因是开源节流，节省开支。

（14）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2130705）

480.704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47.546 万元，降幅 9%，主要原

因是村干部数量减少。

（15）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2210199）250 万元，

较上年增加了 250 万元，增幅 100%，主要原因是扶贫资金增

加。



- 14 -

3、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953.07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630.192 万元，较上年减少 71.518

万元，降幅 10.19%%，原因是人员减少。

商品服务支出（302）648.288 万元，较上年增长 253.588

万元，增幅 39.11%%，原因是扶贫项目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80.806 万元，较上年

减少 328.724 万元，降幅 80.26%%，原因是人员减少。

资本性支出（310）1593.79 万元，较上年增加 993.79

万元，增幅 62.35%，原因是扶贫项目增加。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 1359.28 万

元，其中：

人员经费 711 万元，较上年减少 400.26 万元，降幅

36.02%，原因是根据我县安排，乡镇政府下属事业单位统一

填报在政府。主要包括基本工资（30101）325.74 万元、津

补贴（30102）140.10 万元、绩效工资（30107）77.06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30108）67.69 万元、职工医疗

保险缴费（30110）19.60 万元。

公用经费 648.29 万元，较上年增长 253.59 万元，增幅

64.25%，原因是根据我县安排，乡镇政府下属事业单位统一

填报在政府。主要包括办公费（30201）86.74 万元、印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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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2）95.43 万元、咨询费（30203）50万元、手续费（30204）

58 万元、水费（30205）42 万元、电费（30206）72 万元、

邮电费（30207）49 万元、差旅费（30211）48 万元、维修

费（30213）55 万元、培训费（30216）50 万元、公务接待

费（30217）2 万元、劳务费（30226）37.72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30231）2.4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

费支出 4.4 万元，减少 0.1 万元，降幅 2.22%，主要原因是

我单位健全了用车审批制度，保证费用不突破上年支出数，

较预算减少 0.1 万元，降幅 2.22%，主要原因是我单位健全

了用车审批制度，保证费用不突破上年支出数。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2.4 万元，占 5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

算 2 万元，占 46%。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度因公出国支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保有车辆 1 台，购置车辆 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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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2.4 万元，较上年

减少 0.1 万元，降幅 2.22%，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控制公车运行维护费支出，主要用于用于车辆的运行

和维护，较预算减少 0.1 万元，降幅 2.22%，主要原因是节

省开支。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公务接待 73 批次，880 人次，支出 2 万元

较上年增长 0 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减少不

必要的公务接待。

3、培训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培训费支出 50 万元，较上年增长 39.53

万元，增幅 377.55%，主要原因是果业培训、扶贫培训增加。

4、会议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0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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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 123.79 万元，

较上年增长 60.29 万元，增幅 48.7%，原因是项目变动，收

入增加，支出 123.79 万元，较上年增长 60.29 万元，增幅

48.7%，原因是项目变动，支出增加等，支出主要用于社会

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等方面。

九、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支出情况。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一、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

辆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2020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

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

（套）。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2.5324万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72.5324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

总金额的 100%。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72.5324 万元，

较上年增长 63.5724 万元，增幅 87%，主要原因是新建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投入使用，需要采购家具等办公用品；政府采

购服务类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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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0 年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0 个，

二级项目 33 个，共涉及资金 1593.7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组织对 2020 年 5 个政府性基金预

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123.79 万元，占政

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

评得分 98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1593.79 万元，执行数

1593.7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通过项

目实施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群众满意度。发现的问题及

原因：项目预算有待进一步优化。下一步改进措施：创新工

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详见附表。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648.288万

元，较上年增长 253.588 万元，增幅 64.25%，主要原因是根

据我县决算安排，乡镇政府下属事业单位统一填报在政府。

主要包括：办公费（30201）86.738 万元、印刷费（30202）

95.43 万元、咨询费（30203）50 万元、手续费（30204）58

万元、水费（30205）42 万元、电费（30206）72 万元、邮

电费（30207）49 万元、差旅费（30211）48 万元、维修费



- 19 -

（30213）55 万元、培训费（30216）55 万元、公务接待费

（30217）2 万元、劳务费（30226）37.72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30231）2.4 万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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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5、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6、财政事务（行政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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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事务（其他财政事务支出）反映其他财政事务 方

面的支出。

8、行政单位离退休（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反映 用

于行政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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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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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