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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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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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项目建设攻坚突破。一年来累计实施 20 余个项：

一是总投资 700 万元，完成夏阳社区污水管网配套、巷道铺

设、绿化美化等工程、村级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二是总投资 800 万元，完成了夏阳社区文化大礼堂建设、

戏楼改造、休闲广场硬化、凉亭、喷泉、走廊绿化亮化工程。

4 月 12 日，迎接了全县第一季度乡村振兴现场观摩，反响良

好，受到一致好评，下一步我镇将按照计划逐村实施各类项

目，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三是实施洽川风景名胜区供排水一

体化项目，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项目完成前期各类手续办理，

即将开工建设；四是顺利完成 342 国道征地建设任务、沿黄

公路交旅融合综合服务区建成已投入使用，已完成自驾车营

地、温泉酒店 118 亩征地任务；五是投资 80 万元，完成王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生态渔业养殖基地；六是投资 1050 万元，

完成南菜园洪灾类分散式集中安置 33 户的异地搬迁、配套

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七是投资 80 万元已完成南菜园巷

道硬化路基处理；八是投资 50 万元，在莘里村建成创业服

务中心、乡风文明一条街和廉政教育一条街；九是配合县自

然资源局实施黄河西岸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绿化 1496 亩和

土地平整 150 余亩任务，下一步将逐步建设石榴、花椒、菌

类设施农业现代绿色种植园区；十是将“十四五”期间拟实

施的 15 个重大项目顺利列入合阳县十四五规划和省、市项

目库，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产品（黑乌鳢、九眼莲）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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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川山泉水厂扩容提升项目、现代绿色种植园区（蔬菜、樱

桃）项目被列为合阳县 2021 年重点实施项目。

二是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我镇重点围绕抓党建促脱贫、

中省市各级反馈问题整改、“对标补短”、防返贫致贫监测

预警工作、消费扶贫、小额扶贫贷款，2020 年度 32 户 62 人

脱贫退出目标任务、建立长效机制贫困人口动态调整等重点

工作，我镇 211 户 644 人全面实现脱贫。

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投资 150 万完成莘

里农家乐古门头改造、生态广场提升工程；投资 500 万元已

建成北菜园村集民俗民宿、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洽川夜游商业

街景区；投资 150 万元在王村打造“风雅颂”休闲垂钓区已

具雏形；南义社区葫芦种植雕刻专业合作社、“艺美莲”水

生花卉种殖专业合作社等 20 家家庭农场发展势头猛、带富

能力强，结对帮扶 36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致富。

四是顺利推进农村系统集成改革。在莘里村、王村建设

试点村。扎实进行土地确权颁证“回头看”工作，共收集错

误信息 20 余条，及时进行上报更正；规范理顺机动地承包

合同，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对照我县“5 大类 42 条”具

体标准，对全镇 6 个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办公条件、

组织机构、议事决策、履职管理等方面进行查漏补缺，制定

各类规章制度；试点村王村改造村东荒废的 100 余亩盐碱地，

发展“以渔改碱”生态养殖，投资 53 万元建成标准化鱼池 7

个，现已全面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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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生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宜居洽川目

标，通过资源清理国有滩涂 1 万余亩，积极开展野生珍禽保

护行动；绿化投资 300 余万元，栽植小冬青、小石楠、红叶

李等树木 6 万余株，绿化草坪 1400 平方米；投资 100 万元

对北方鹭岛进行生态修复；投资 20 万元大力营造宣传湿地

及生态保护浓厚氛围；投资 23 万元扎驻湿地保护围栏及湿

地投放垃圾斗 10 个并建成湿地垃圾转运平台，自然风貌、

生态风貌、黄河风貌等湿地原始风貌逐步恢复。

六是美丽乡村焕然一新。抓队伍建设，全镇共有各类保

洁员 96 名，负责各村（社）、镇街道等公共区域的日常保

洁工作，由镇劳动保障所负责日常监督监管；抓环卫基础设

施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50 万元，购置了三轮垃圾收集车 12

辆，租赁大型垃圾转运车 1 辆，公共区域放置大型垃圾箱 15

个，小型果皮箱 95 个；抓制度建设，镇劳动保障所和镇人

居环境办成立三个督察巡查小组，每天不定时进行巡查督

查。全镇改厕任务 2181 户，目前卫生厕所累计完成 1654 户，

达标率 75.84%，水冲式无害化厕所累计完成 438 户，达标率

20%，改厕总占比达标率 95.92%，户籍改厕资料被确定为全

省样板推广，对外形象窗口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七是社会各项事业有序推进。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将安全生产责任进行划分，落实责任，建立台账，挂账销号；

建成合阳首家高标准镇级综治中心，配齐各类办公设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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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纸杯、年画、葫芦等宣传物品加大平安建设及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力度，实行“治安主任月列会”制度，强化扫黑

除恶线索摸排，完善各类台账资料，接受省委督导组工作检

查，同时组建“红袖章”巡逻队，加大对重点区域的治安巡

查，全年平安创建收效明显。积极开展弱势群体关爱行动，

将党和政府的温暖惠及群众；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防范金

融风险工作，为广大客商提供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环境。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合阳县洽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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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阳县洽川镇人民政府（本级）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43 人，其中行政编制

21 人、事业编制 22 人；实有人员 70 人，其中行政人员 27

人、事业人员 4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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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本部门收入 2057.38 万元，较上年减少 584.02

万元，降幅 22.11%，其主要原因是项目减少；支出 2057.38

万元，较上年减少 584.02 万元，降幅 22.11%，其主要原因

是项目减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收入合计 2057.38 万元，较上年减少 584.02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29.38 万元，占

84.05%；政府性基金收入 328 万元，占 1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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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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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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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降幅 34.03%，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

化。

2、政府性基金收入 328 万元，为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

基金，较上年增长 308 万元，增幅 1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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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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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支出合计 2057.3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29.38

万元，占 35.44%；项目支出 1328 万元，占 6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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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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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1 万元，增幅 0.1%，主要原因

是人员增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9.97 万元，较上年

减少 67.63 万元，降幅 77.2%，主要原因是生活补助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 196.22 万元，较上年减少 24.98 万元，降

幅 11.3%，主要原因是单位业务减少。

2、项目支出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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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 400 万元、安居工程支出 600 万元、社会福

利支出 24 万、生态环境支出 304 万元，主要原因是单位项

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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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38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729.38 万元，较上年减少 892.02 万

元，降幅 34.03%，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化；

政府性基金收入328万元，较上年增长308万元，增幅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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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38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729.38 万元，较上年减少 92.02 万元，降幅 11.2%，

主要原因是经费收入支出变化，项目变化；项目支出 1328

万元，较上年减少 492 万元，降幅 27.03%，主要原因是项目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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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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38 万元，

较上年增长减少 892.02 万元，降幅 34.03%，主要原因是项

目减少。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 1729.38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政府）（2010301）支出 448.24 万元，

较上年减少了 1579.56 万元，降幅了 71.54%，其主要原因是

项目减少。

（2）行政运行（党委）（2013101）39.72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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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万元，较上年减少

了 0.62 万元，降幅 9.8%，原因是人员减少。

（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57.9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12.8 万元，降幅了 18.1%，其主

要原因是人员退休。

（5)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2100799）30.1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 1.4 万元，降幅 4.4%，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6）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19.27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3.07 万元，降幅 18.95%，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7）其他农业农村支出（2130199）18.06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0.84 万元，降幅 4.4%，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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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2130299）3.42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2.88 万元，降幅 45.7%，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少。

（9）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3.42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102.88 万元，降幅 96.78%，主要原因是项目减少。

（10）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2130705）

103.57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12.43 万元，降幅 10.71%，主

要原因是村干部数量减少。

（11）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2210199）600 万元，

较上年增加了 250 万元，主要原因是扶贫资金增加。

（12）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120303）400 万元，

较上年增加 400 万元，原因是项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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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38 万元，

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513.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1 万

元，增幅 0.1%，主要原因是人员增资；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9.97 万元，较上年减

少 67.63 万元，降幅 77.2%，主要原因是生活补助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96.22 万元，较上年减少 24.98

万元，降幅 11.3%，主要原因是单位业务减少。

资本性支出（310）132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92 万元，

降幅 27.03%，原因项目减少。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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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729.83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533.16 万元，较上年减少 67.03 万元，降幅

11.17%，原因是人员变动。主要包括基本工资（30101）246.92

万元、津补贴（30102）163.23 万元、绩效工资（30107）27.88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30108）57.9 万元、职

工医疗保险缴费（30110）17.25 万元。

公用经费 196.22 万元，较上年减少 24.98 万元，降幅

11.29%，原因是单位业务减少。主要包括办公费（30201）

25 万元、印刷费（30202）2.5 万元、咨询费（30203）25 万

元、手续费（30204）0.1 万元、水费（30205）0.62 万元、

电费（30206）19 万元、差旅费（30211）5 万元、维修费（30213）

13 万元、租赁费 7 万元、公务接待费（30217）1 万元、劳

务费（30226）4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231）4 万

元、其他交通费用 15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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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万元，减少 0.1 万元，降幅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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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无变化。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具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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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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万元，占 8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 万元，占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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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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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万元，较上年减

少 0.1 万元，降幅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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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预算无变化。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公务接待 41 批次，186 人次，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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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

4、会议费支出情况

2020 年本部门会议费支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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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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万元，较上

年增长 308 万元，增幅 1540%，原因是项目变动，收入增加，

支出 328 万元，较上年增长 308 万元，增幅 1540%，原因是

项目变动，支出增加等，支出主要用项目支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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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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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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共涉及资金 132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

目支出总额的 64.54%。组织对 2020 年 2 个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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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 万元，执行数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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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2 万

元，较上年减少 24.98 万元，降幅 11.29%，原因是单位业务

减少。主要包括办公费（30201）25 万元、印刷费（30202）

2.5 万元、咨询费（30203）25 万元、手续费（30204）0.1

万元、水费（30205）0.62 万元、电费（30206）19 万元、

差旅费（30211）5 万元、维修费（30213）13 万元、租赁费

7 万元、、公务接待费（30217）1 万元、劳务费（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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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231）4 万元、其他交通

费用 15 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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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