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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县百良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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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根据合编发[2015]56 号文件精神，我单位主要职责为：

1、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路线、方针、和

政策 。

2、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年度计划和预算，协调好本行政区域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

合作，抓好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项目建设，不断培育市场

体系，组织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

3、做好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

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

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保护 。

4、统筹管理本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社会事务，负责本

辖区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

益事业等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

权益， 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5、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民生，落实各项利民惠民政策。

6、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我镇内设党政办公室、人大主席团办公室、纪委办公室、

脱贫攻坚办公室、宣传精神文明办公室、美丽乡村建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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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重点项目服务办公室、政法办公

室、武装和退役军人事务办公室、城建和社会保障服务站、

经济综合服务站、公用事业应急管理站、信访综治维稳办公

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

二、2022 年部门工作任务

一是在转型升级上下足功夫，力争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

破。着力抓好项目建设。按照“规划引领、基础先行，村组

参与”的原则，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计划投资 9000 余万元，实施“水美乡村”项目建设，

对岔峪至百良水库段进行改造提升，打造合阳最美“十里画

廊”。投入 1500 万元实施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末端处理设施项

目，有效解决街道、百东、北马家庄等村（社区）群众的生

活污水处理问题。投入 2000 万元加大水库罐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实施，进一步带动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粮

食生产，促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培育新业态，加

快灌区自我完善，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为全面乡村振兴做出

贡献。创新发展新模式。发挥黄河流域地理优势，探索农旅

融合发展新模式，以创建山水岔峪 4A 景区为目标，对周边

黄河文化、传统工艺、特色农产品等资源进行包装整合，建

立一个集旅游、休闲、观光、体验、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振兴

综合体，打造“沿黄公路第一村”，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

二是在功能提升上下足功夫，力争镇村建设实现重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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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聚焦环境提质。继续实施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

专项整治，深入推进河长制和林长制建设，逐步健全监管和

服务体系，持续改善环境卫生水平，打造干净整洁舒适的人

居环境。坚持以“人居环境”整治和“最美庭院”创建为抓

手，积极探索“清单化、专业化、竞争化”创新机制，助推

美丽庭院创建由人美、院美向村庄美、民风美蜕变升华，打

造一批以岔峪为代表的美丽宜居村庄。狠抓重点工程。继续

加大对镇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全力争取项目资金，加快

主干道路提升，完善镇域路网建设，提升城镇美化、绿化、

亮化品味。投入 800 万元，实施榆林地灾点治理；投入 500

万元实施太枣抽水站项目建设，全面推进镇域村庄规划，优

化镇域公共服务设施；投入 1190 万元，对 13 个村 25 条生

产路进行硬化；投入 800 余万元，完成莘村至李家庄村 5 公

里通村路综合改造提升工程；投入 150 余万元，将 4 个村机

井、灌溉项目进行全面配套。

三是在改革创新上下足功夫，力争乡村振兴实现重大突

破。激发发展活力。聚焦“村村过硬、整镇推进、特色鲜明”

目标，发挥党建引领效能，推进百良花椒、樱桃、红提、小

米、红薯粉条等产业向科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

展，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格局；

推进“一村一品”特色种植园区初具规模。以园区为抓手，

投入 200 万元建成徐水社区采摘园；投入 300 万元、150 万

元分别建成莘村、伊尹集体经济产业园；投入 200 万元扩大

太枣冷棚红提园区建设；投入 100 万元延伸花椒种植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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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烤椒场 2 座；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创新产业模式。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打造有百良特色的生态农业品牌，持续

扩大榆林采摘、伏蒙设施大棚蔬菜提质增效，投入 100 万元

建成苏陕协作携手奔小康项目伏蒙社区冷库，充分发挥我镇

农产品大棚蔬菜产业园的农副产品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实

现产业与旅游观光融合，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双管齐下”。

推动有效衔接。着力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

一步完善产业、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兜底等各项政

策和措施，加强边缘户关注监测，解决相对贫困、新增致贫

和防止返贫，确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四是在风险防范上下足功夫，力争平安创建实现重大突

破。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牢固树立风险意识，聚焦综

治维稳、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大领域全面防范化解各项

风险挑战，全力打造“平安百良”建设。守住健康防线。切

实做到抓任何工作都要优先抓好疫情防控，进一步贯彻落实

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克服疲

劳、侥幸心理，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守住社

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底线。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完善源头

防范、积案清零，建立健全解决信访热点难点和重大信访问

题长效工作机制；继续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定期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真正

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重大事情不出镇”。深入

开展双提升大走访活动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开展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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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

工作，扎紧风险防范防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强化森林防

火、防汛救灾、地质灾害等防灾减灾及应急处置培训演练，

筑牢安全思想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

事故发生。

五是在民生事业上下足功夫，力争人民福祉实现重大突

破。办好民生实事。搜集“急难愁盼”事项需求，建立民生

急需解决问题清单，逐项对照解决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完

善保障体系。提高养老、医保覆盖率，确保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优化医疗救助、临时救助

申报流程；做好双拥、退役军人保障工作，及时发放各项优

抚补贴；做好重点群体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加

强村级卫生室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不断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实施惠民工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利用乡村大舞台开展形式多样群众性文

化活动；完善农家书屋、村村通广播体系等文化惠民基础工

程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建设；深化文明村镇和文明家庭创建，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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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本部门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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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合阳县百良镇人民政府本级（机关）无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73 人，其中行政编制

30 人、事业编制 43 人；实有人员 69 人，其中行政 29 人、

事业 4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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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3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75.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万元，

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31.2 万元，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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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工资增加；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675.3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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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万元，主要原

因是人员工资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675.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675.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31.2 万元，主要原因是

人员工资增加；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675.3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675.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加 31.2 万元，

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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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3 万元，

较上年增加 31.2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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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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3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10301）56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33.4

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人员工资调整；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64.9 万元，较上年减少 3.4 万元，原因是本年度退休人员人

数减少；

（3）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23.4 万元，较上年增加

3.5 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人员工资调整；

（4）住房保障支出（2210201）20.3 万元，，较上年减

少 1.1 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人员工资调整；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5.3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608.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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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原因是人员变动；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6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 万元，

原因是专项业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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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75.3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608.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6

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6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

万元，原因是专项业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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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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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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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因是我单位贯彻落实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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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有关要求，从严控制“三

公”经费支出，严格公务接待管理，规范公务接待；加强用

车管理，减少出行频率。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

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年初无因公出国（境）支

出安排；公务接待费费 1.8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因

是本部门认真贯彻“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办

法，确保接待费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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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费用不突破上年支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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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和 2022 年均无会议

费、培训费预算安排；无会议费、培训费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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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以上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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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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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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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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较上年增

加 20 万元，主要原因是乡村振兴资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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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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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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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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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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