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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根据合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合编发（2015）59 号文规

定，同家庄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

1、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

产业结构调整方案，抓好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制定并

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暑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

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

2、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

好护林及防火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综合性工作。抓好精神

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

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完成县委、县政府下

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根据上述职责，同家庄政府设综合办公室、人大主席团

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维护稳定办公室、宣传科教文卫

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经济综合服务站、公用事业

服务站、便民服务大厅。

二、2022 年部门工作任务

（一）党的建设持续加强，执政基础有效巩固

1、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筑牢干部队伍思想防线

一是按照学习计划，全年召开宣讲报告会 4 次、微信推

广学习 12 次、党委中心组会专题学习 4、周例会学习 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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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研读、深学意识形态方面文件及会议精神。

二是建立了同家庄镇舆情研判制度、意识形态管控处置

制度，及时应对意识形态存在问题及落实整改措施。三是及

时做好舆论引导管控和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处置，快速回复

12345 反映问题，群众满意度较高；利用各类网站媒体发表

主题鲜明的正面宣传 51 篇，全镇意识形态工作向上向好。

2、抓实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干部队伍“一岗双责”

一是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制定印发《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清单》，党委书记与镇班子领导和村社党组织书记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目标责任书》。

二是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中、省、市、县的重要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政策落地、任

务达标，同时做好做好选拔任用、先进表彰人员及村社的党

风廉政审核。

三是扎实推进专项重点工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集中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深化违规收受礼品问题整治，

持续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四是强化监督监察和审查。运用“四种形态”严格规范

工作程序，强化监督执纪执法综合效果，第一种形态 15，给

予党纪处分 13 人，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

五是深化干部清廉教育、弘扬廉政文化。组织镇村干部

观看警示教育片 2 次，开展党章党规党纪考试 1 次、学习违

纪违法的相关通报 5 次。

3、推进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堡垒作用充分发挥



- 4 -

一是阵地提标。党群服务中心标识实现全覆盖，建成党

群服务中心标识牌 26 处，修缮提升雨后受损组织阵地 10 个；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建成红色印记一条街，完成

杨荫东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改造提升；建成镇级党代表工作

室，将镇党代表工作室与 12345 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实现了

服务群众零距离目标。

二是组织提能,实施大聚合强党建行动，通过开展系列

创建活动，“红色引领 同心聚能”镇党建品已经逐步建成；

300 余名“五色花”党员志愿者持续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56 场

次；利用“互联网+党建”平台+视频会议系统+微信群模式

督办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组织

生活制度，党建工作信息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聚焦软弱涣

散村问题，完成安平、上洼 2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集中整顿

工作。

三是队伍提质,开展大聚合强党建行动，运行“年初承

诺制、年中督查制、年末评议制”三制管理新模式，镇村班

子作用发挥明显。在巩固“留心护根”工程成果的基础上，

以“高举旗帜响应号召奋进新时代起航新征程”主题活动为

载体，通过开展镇领导班子上讲台、村镇村干部能力提升培

训、第一书记双诺双查双述双评、党员干部队伍党性教育管

理等工作，镇村干部“七种”能力有效提升、党员宗旨意识

全面增强，今年累计为群众办事实好事 5 类 514 件。

四是发挥作用,建立58个党员示范岗，27个党员先锋队，

按照 134 个党员责任区划分，主动投入到疫情防控、防汛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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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战斗岗位，党员模范先锋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园区大力

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走出了一条党组织服

务合作社，合作社服务农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村级集体经济逐步壮大。

3、全面落实党管武装，国防后备力量得到保障

完成国防潜力调查，兵役登记，征兵报名任务，兵员体

检，政审家访，年度兵员征集 6 人；完成民兵整组工作，编

制了同家庄镇 1 个民兵营 26 个民兵连 1250 人，开展民兵训

练 2 次，民兵教育政治学习 6 次；按照镇级武器装备库配备

要求，建立完善了镇级标准化武器装备库一处；依托“杨荫

东故居”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标杆型镇本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同时完善了退役军人服务站各类资料。

（二）乡村振兴步伐加快，农村质态有效提升

1、产业发展引擎强劲

一是种养殖业发展载体规模凸显,高标准建成全县优质

乳品深加工基地 3 个，规模化花椒交易市场 4 个；推广花椒

新品种 2000 亩，优化提升苹果、鲜桃、黄花菜产业 8000 亩，

家畜存栏量达 20000 只（头）。

二是是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卓有成效。“洞芝咀乳酸菌

鸡蛋”、“兴隆酸奶”、“西同鞮红油馇子”、“三池刀削

面”已形成品牌效应，附加值得到提升。

2、人才建设稳步推进

一是建立人才库，聚集乡土人才,建立了全镇生产型（种

植能手、养殖能手、加工能手）、经营性（经营人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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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负责人、农村经纪人）、技能带动型、技能服务型、

社会服务型等 5 类 107 人的乡土人才数据库。

二是筑好人才巢，用活乡土人才，积极对接当地企业，

借助韩源牧业、兴隆乳业、隆百花椒交易市场、绿园生态农

业园区等企业平台，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2 批 31 人。三是分

类施策，培育乡土人才。结合年初基层人才培育计划，组织

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开展驻村业务培训会 8 次；组织新任

村“两委”村部开展能力提升专项培训 4 次；举办 120 余人

的乡村振兴高素质人才培训班 2 次；开展为期 40 天 70 场次

的种养殖培训；组织 15 名“五老”志愿者参加党的创新理

论宣讲培训会。

3、生态建设推动有力

一是深入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成立 150人的专业保洁队，

建立四大制度（即垃圾清运制度、保洁员管理制度、日常检

查制度、日常保洁制度），扎实推进“八清一改”，出动宣

传车辆 65 次，制作墙体宣传版面 42 块，发放宣传彩页 20000

份，出动用大、小型机械 820 余次，清运各类垃圾 4 万余方，

治理畜禽粪便污染点 12 处，清理畜禽粪便 1000 余方，清洁

村庄实现全覆盖。

二是深入实施“三大革命”,建成全市首家改厕维护系

统，为全市厕所革命现场推进会提供了现场点，全镇 90%以

上常住户完成无害化卫生改厕,13 个村（社区）完成整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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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无害化改厕任务，安装生物厌氧分解智能马桶 248 户，配

置吸粪车 16 辆。完成杨家庄村、徐水河社区、南长益村、

洞芝咀村等 6 个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升任务，生活污水有效

治理和有效管控率分别达到 51%和 67%以上。建成 1 个镇级

垃圾处理站，取缔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5 处，整治垃圾填埋场

7 处，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到 85%以上。

三是深入开展绿化提升行动,围绕“一山三村四线”开

展绿化提升工作，共栽植苗木 18 万株，绿化道路 26 公里，

绿化巷道 26 条，完成柏瑞、英庄、南长益等 3 个村森林村

庄创建任务，全镇生态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

（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

共有一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同家庄镇人民政府本级（机关） 无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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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2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67 人，其中行

政编制 29 人、事业编制 38 人；实有人员 75 人，其中

行政 31 人、事业 44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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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6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43.6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

年增加 3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人员工资标准提高；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743.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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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人均工资标准

提高。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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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743.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743.6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

年增加 3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人均工资标准提高；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743.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 743.6 万元，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加

3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人均工资标准提高。政府性基金拨

款支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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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6 万元，

较上年增增加 3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人均工资标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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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6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10301）支出 625.2 万元，较上年减

少 22.1 万元，原因是我单位人员变化及压缩经费开支。

（2）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支出 25.4 万元，较上年

增加 2.3 元，原因是人员增资。

（3）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2080505）支出 70.8 万元，

较上年减少 4 万元；原因是我单位人员有减少。

（4）住房公积金（2210201）支出 22.2 万元，较上年减

少 1.2 万元，原因是我单位人员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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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3.6 万元，

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676.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6 万

元，原因是人员增资；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6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 万元，

原因镇机关运行成本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0.4 万元，原因是我单位退休人员有变化；

（2）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3.6 万元，

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676.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6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资；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6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 万

元，原因镇机关运行成本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0.4 万元，原因是我单位退休人员有变化。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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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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7.1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原因是本单位认真贯彻“八项规

定”，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因公出国

（境）经费。公务接待费 2.1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

因是无人员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 万元，较上年无变

化。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健全了用车审批制度，科学合理安排

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

因是本部门年初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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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和 2022 年，本部门无会议费、培训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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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辆，

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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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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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元，较上年增加

20 万元，主要原因镇机关运行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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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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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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

算单位资金。

5.基本支出：反映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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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为在职职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根据合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合编发（2015）59号文规定，同家庄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