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合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目 录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二、2020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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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3、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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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3、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 2 -

4、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九、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一、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四、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五、专业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具体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 3 -

第一部分 概 况

一、主要职责

1.强化公共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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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强社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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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优化发展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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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

建设和社区干部队伍建设。

5.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做好农村发展规划，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6.完成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根据上述职责，本部门设置党政综合办、宣传文化办、

人大办、纪工委办、武装办、农业产业办、脱贫攻坚办、社

会事务办、信访综治维稳办、劳动保障办、美丽办、城建办、

计生办、安全监督办。

二、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

2020 年城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强化职能、

服务城市、推动发展、富裕居民”的发展思路，狠抓了基层

党建、脱贫攻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

一、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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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参与打响疫情防控战，先后设置卡点 415 处，印发

告知书、倡议书等宣传彩页 8 万余份，悬挂各类宣传横幅 700

余条，共排查外来返合人员 3845 人，其中，武汉返合人员

369 人，构筑了捍卫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坚固防疫

“壁垒”。全办党员干部共计为中组部捐款 19.8054 万元，

为红会捐款 9.994 万元。3 月开展了“卫生健康教育月”活

动，普及了卫生常识，提高了卫生健康水平。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规范

一是严把“四支队伍”管理关。制定下发《城关街道

“四支队伍”管理办法》，组织召开季度驻村帮扶联席会 2

期，举办脱贫攻坚“四支队伍”“一口清”擂台赛 12 场次，

督促派出单位为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购买人身意外保

险、组织健康体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二是推进

联村党委建设。白灵联村党委与陕西农垦集团合作，建设入

股温室大棚 80 座，预计为联村党委所辖的 5 个村社提供 50

余个就业岗位和 200 余个务工机会，给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

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强大的示范推动作用。三是积极开展高

标准化示范村争创工作。西卓子对村部进行改造，争创第三

批省级高标准化示范村；白灵村成功争创“一肩挑”市级高

标准化示范村；根据住宅小区、巷道的社区直管党员人数，

15 个条件成熟的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四是 36 个村社实现三

级网格化管理全覆盖，选优配强了 245 名网格员，打通了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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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贫攻坚成效持续巩固

一是紧盯短板全力整改。开展了“五排查五确保”“三

排查三清零”百日冲刺行动、“双高双优”竞赛活动和“一

查一补两落实”工作，深入开展了“三比一提升”行动，达

到“三统一”，实现“三个清零”，账实相符。二是具体业

务扎实开展。139 名学生享受“雨露计划”补助政策；完成

脱贫攻坚普查清查摸底 2572 户的系统录入工作；村社 52 个

项目纳入县扶贫项目库，第一批已实施 9 个项目；易地搬迁

完成第一批 3 户的房产证颁发，规范程序和搬迁户的资料，

落实了腾退奖补政策；为 20 户 44 人未脱贫的贫困户提高了

低保档位、35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四、文明创建硕果累累

一是加大问题点位整治。以全国文明城市迎检为出发

点，深化了城区功能、生态、管理、文化“四提升”行动，

持续开展每周五义务劳动活动，整治乱搭乱建、乱倒垃圾等

问题点位 24 处，划机动车位 698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75

处，合理规划摊位摆放点 22 处。二是推动住宅小区文明创

建。各住宅小区从组织机构健全、创建氛围浓厚、环境整洁

优美、治安秩序良好、小区服务全面、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

着手，全力配合文明创建。三是开展“五色花”志愿服务活

动。推行“1＋4”志愿服务模式，建立专业志愿服务队 195

支，深入开展文明交通疏导、服务献爱心等志愿服务，让精

神文明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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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纪肃风得到强化

一是通过多种形式“以案肃纪、以案促改”，扎实开展

冯振东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活动，从思想上引起干部

遵纪守法的共鸣。二是聚焦“八个一批”扶持政策的落实和

资金分配，以各级反馈问题为导向，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活动，截止目前，办理扶贫领域违纪案件 2

起。三是办理案件成效显著。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 10 起，

处分 10 人。

六、社会不断治理深化

一是深化“小微权利”清单改革，不断完善街村便民服

务体系，提升改造办公环境，为各村社制作了“小微权力”

清单制度以及代办人员的工作制度牌，并上墙公示。二是扎

实开展信访维稳工作。变“上访”为“下访”，落实班子成

员定期接访制度，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共

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件 164 件，案件办结率 97%，案件回复率

100%，化解信访积案 4 起，为办域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三是深化安全法规宣传教育。依托第 19 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对辖区内道路交通、

煤矿企业等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安装道路警示标牌，减速

带、划安全标识线，发挥“两站两员”作用，劝导教育群众

佩戴头盔，严禁违法载人。

七、生态环保持续强化

一是进行环境卫生大排查大整治。与特设公岗保洁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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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劳动合同 152 份；按照“八清一改”“八不八保”工作要

求，清理垃圾死角 72 处，对墙体野广告、巷道私搭乱建、

门前杂物堆放、空闲地段杂草等进行彻底整治，累计清理 800

余处，修复破损路灯 190 余盏，设置分类垃圾桶 1100 个，

铺筑、修补破损道路 3500 余平方，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观摩

一次，以观摩促进环境卫生整治步伐。二是掀起“厕所革

命”。城关改厕任务是 10985 户，现已全办完成改厕，白灵、

安家庄等 8 个整体推进村改厕完成率达 100%，全办整体改厕

完成率达 82%，三是加快提速乡村振兴。实施了 2 个村部改

造工程，顾贤乡村文化大礼堂正在建设中，为南伍中、马庄

新建水塔一座，郭村新打机井一眼，完成中原头等 6 个村社

输水管道的更换，建成 1 个县级农业产业园区、4 个镇级园

区、19 个村级园区，建成合阳县城关街道办缀清源蛋鸡养殖

扶贫产业园，带动 365 户 1208 人就业增收。

三、决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决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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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本级（机关）

四、人员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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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14 人，其中行政编制

38 人、事业编制 76 人；目前实有人员 126 人，其中行政人

员 42 人、事业人员 84 人。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 75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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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收入 6361.0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57.5 万元，增

幅 32.91%，其主要原因项目变动；支出 6361.03 万元，较上

年增长 157.5 万元，增幅 32.91%，其主要原因是项目变动。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收入合计 6361.03 万元，较上年增长 32.91%，其

中：财政拨款收入 6361.03 万元，占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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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39 万元，为县级

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较上年减少 824 万

元，降幅 22.06%，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变动。

2、政府性基金收入 3449.64 万元，为县级财政当年拨

付的基金，较上年增长 2399.14 万元，增幅 228.38%，主要

原因是基金投入增加。

3、事业收入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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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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1.0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61.32

万元，占 34%；项目支出 4199.72 万元，占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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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支出 21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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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33 万元，较上年减少 18.94 万元，降幅 1.65%，

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6.23 万元，

较上年减少 490.58 万元，降幅 95%，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6.75 万元，较上年增长 399.38 万元，

增幅 65.88%，主要原因是经费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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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支出 4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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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及社会保障支出、城乡社区及公共设施支出、生态环境治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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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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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6361.03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911.39 万元，较上年减少 824 万元，

降幅 22.06%，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政府性基金收入 3449.6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99.14 万元，增幅 228.38%，主要原因

是基金投入增加。

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6361.03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2161.32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9.66 万元，降幅 4.83%，

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项目支出 4199.7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684.81 万元，增幅 66.99%，主要原因是城市建设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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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911.39 万元，

较上年减少 824 万元，降幅 22.06%，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0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911.39万元 ，

其中：

（1）行政运行（政府）（2010301）支出 938.83 万元，

较上年增加 38.52 万元，增幅 4.28%，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变

动。

（2）行政运行（党委）（2013101）198.6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8.4 万元，降幅了 4.06%，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3）其他文化支出（2070199）18.06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5.46 万元，降幅 4.44%，原因是人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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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79999）20 万元，

较上年减少了 15 万元，降幅 47.6%，原因是人员减少

（5）其他广播电视支出（2070899）12.04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6.86 万元，降幅 36.3%，原因是人员减少。

（6）（6）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2080299）133.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3.08 万元，增幅 100%，原因是人员城

市社区保障支出增加。

（7）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122.21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23.21 万元，降幅了 15.95%，

其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8)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2100799）62.81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 12.79 万元，降幅 16.92%，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9）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38.88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3.75 万元，降幅 8.8%，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10）城乡社区支出（2120399）597 万元，较上年增加

543.4 万元，增幅 15.26%，主要是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改善和

提升支出增加。

（11）其他农业农村支出（2130199）132.44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 6.16 万元，降幅 4.4%，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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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13）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34.66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15.74 万元，降幅 31.23%，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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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2130705）578.71

万元，较上年增加 58.3 万元，增幅 9.1%，主要原因是村干

部人员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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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39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128.33 万元，较上年减少 18.94

万元，降幅 1.65%，原因是人员变动。

商品服务支出（302）1006.75 万元，较上年增长 399.38

万元，增幅 65.88%，原因是经费变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26.23 万元，较上年减

少 490.58 万元，降幅 95%，原因是人员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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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161.32 万元，其

中：

人员经费 1154.56 万元，较上年减少 9.52 万元，降幅

5.7%，原因是人员变动。

公用经费 1006.75 万元，较上年增长 399.38 万元，增

幅 65.88%，原因是经费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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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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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

费支出 9.6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降幅 1.03%，主要

原因是严控机关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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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万元，占 5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

算 4.2 万元，占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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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境）团组共

0 批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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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向租用，购置车辆 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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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万元，较上年

减少 0.1 万元，降幅 1.8%，主要原因是减少公车运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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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公务接待 73 批次，830 人次，支出 4.2

万元，较上年无变动，原因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

3、培训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培训费支出 6 万元，较上年无变动，原因

是严把培训人次及培训质量关。

4、会议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9.6 万元，较上年无变动，严

格控制机关会议。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 3449.64 万元，

较上年增长 2399.14 万元，增幅 228.38%，原因是城市建设

投入增加，支出 3449.6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99.14 万元，

增幅 228.38%，原因是城市建设支出增加，支出主要用于社

会保障支出、城乡社区及公共设施支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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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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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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万元，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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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

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245 万元，较上年增长 245

万元，增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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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对2020年解放南路综合

改造及席家坡村污水管道处理2个项目进行了项目绩效自

评，共涉及资金3357万元。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解放南路综合改造项目为公益性建设项目自评综述：该

项目按商业化运作，采取招商投资，预算执行率 100%，资金

使用合理合规。2019 年 2 月，县住建局委托第三方北京华建

联造价工程事务所对该项目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报告，实际

投资额 1.12 亿元 。完成拆迁户财产调查评估、理赔和搬迁，

并做好群众临时过渡安置工作，保证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

常，完成置换土地房屋的全部建设，并完成相应的配套设施

建设。在征地拆迁中，面临着村民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再

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关系到村民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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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收入、文明程度、生活质量。征地拆迁工作作为城关街道

办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且时间紧，

任务重难度也比较大。存在问题：一是绩效管理法律级次较

低;二是绩效管理的保障机制不完善;三是绩效评估体系不

完善。下一步工作改进措施：进一步理顺项目申报、公示、

审批等流程，并将资金拨付时间的要求细化到各个环节，加

强监管、缩减资金支付环节、加快资金到位时间，避免造成

资金滞留。加强监督，从项目资金的分配、拨付一直到使用

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增强专项补助的公开性，提高资金分配

的透明度，防止发生被挪用、截留等情况。加强征地拆迁专

项工作资金的信息公开，坚持镇、村两级张榜公示，实行阳

光操作，维护社会救助制度的严肃性，保证资金发放公平、

公正、公开，做到群众知情满意。全面推动信息比对系统的

建立，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资金效益。

席家坡村污水管道处理项目绩效自评综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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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7

万元，执行数 280 万元，完成预算的 70%。主要产出和效果：

处理过后的生活污水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根据运行计量

状况，每天 24 小时内处理污水能力为 30 吨，污水经过处理

净化后，可以用于农田灌溉.污水处理体系的建成和投入使

用，对改善席家坡村人居环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会对该

村广大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下一步改

进措施：按照合同及相关程序，加快支出进度。积极落实财

政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管好用好政府债券，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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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防范债务风险，认真贯彻“以收定支”原则，坚持政府过

“紧日子”，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三保”，支持

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建立完

善现代财政制度，促进全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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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75万

元，较上年增长 399.38 万元，增幅 65.88%，原因是经费支

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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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