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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中省市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

规，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研究

制定本镇经济、社会发展、村庄建设等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

施；镇党委领导镇政府机关、农村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按照党组织

的隶属关系，领导所属单位党的工作。

（2）负责本镇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

做好本镇思想建设及经济建设的宣传；制定并组织实施本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预算。抓好本辖区内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负责精神文明建设、社区

建设社会治理综合治理等工作；负责本镇社会公益事业的建

设，促进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

展。

(3）支持和保证本镇大主团、纪律检查，人民武装、共

青团、工会、统战等工作开展；负责产业发展，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商贸流通、动植物防疫、安全生产监

管等工作，协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

（4）加社会管理，组护和谐稳定，推进依法行政，保

护村级集体财产和农民私有合法财产，保障人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加强和改进公共管理服务方式，提高

行政效能，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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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探索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形式，保护各种经

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措施。

（5）负责本镇辖区内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并依

法合理开发、利用，充分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业、驻镇

企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城镇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支持引

导集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6）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养、选

拔、考核和监督等工作，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镇单位干

部人员；支持和帮助村、社区工作。

（7）负责本镇财政管理，认真执行请示报告、财政预

算和公共监督审计等规章度。

（8）承担国土、计生、环保、市场监管、城建等综合

执法工作。

（9）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依据上述职责，我镇设综合办公室、人大主席团办公室、

经济发展办公室、综合执法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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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民服务大厅。

二、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坚持不懈推进产业振兴，进一步拓宽群众的致富

门路。一是继续打造“花椒小镇”的品牌，推广“无刺花椒”

等新品种，进一步配套提升 4 个花椒交易市场的功能，积极

发挥昆明、合肥、山东枣庄等 3 个直营点的“窗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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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销售渠道，唱响“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主旋律。

二是积极内引外联，招引客商，做好花椒深加工产业链的延

伸。三是继续加大以“苹果”为主的果业生产。积极推广条

纹红、晚熟型、“昌阳红、万众”等品种，在杨家庄、如意

村新建百亩苹果示范方田 2 个。四是加快设施农业的发展。

主要在上洼、西同鞮发展以香菇为主的菌业生产。五是加快

奶畜产业的发展。主要是抓好河塬社区肉牛养殖场的建设和

以乌池、堡塬、潘家山为主的生猪产业的发展。六是抓好农

村重点改革任务，探索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鼓励发

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逐步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实现股民

分红。

（二）坚持不懈推进组织振兴，进一步优化干部的服务

水平能力。一是全力打造杨荫东故居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建

设“红色印记”一条街，抓好全镇各级党员干部的党史学习

教育，努力提高大家的党史观。教育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二是努力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

的管理水平。开展新任村（社区）干部的 培训，全力推进

基层干部以年初承诺制，年中督查制，年末评议制为主的“三

制”管理，推动干部主动履职、担当作为。三是持续推进村

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实施党群服务中心标识标志牌的建

设，新创建 2-3 个示范点。四是全力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开展“永远跟党走”系列庆祝活动。

（三）坚持不懈推进生态振兴，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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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获得感。一是持续抓好“森林小镇”的打造。重点绿化

主干线、生产路 20 公里，打造柏瑞、英庄、南长益等 3 个

村的“森林村庄”。二是抓好北长益、徐水河、段庄、新堡、

潘家山、河塬、辛庄、乌池等 8 个整村推进村的厕所革命，

新购回吸粪车 16 台。三是实施亮化工程。主要是实施好新

华线全段、老 108 国道、贫困村进村路等部位的路灯安装工

程。四是实施好徐水河人饮水源地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五是

抓好乡村振兴巩固村如意、西同鞮村、提升类兴隆、南长益

村，创建类柏瑞和乌池社区的建设工作。

（四）坚持不懈推进人才振兴，进一步培养一批懂技术

会经营的专业农民队伍。一是摸清产业发展大户及技术能手

的底子，建立人才库。二是聘请相关的专家教授举办人才技

能提升培训班。三是加快村（社区）后备干部的培养，优先

把退伍军人、回乡大学生、致富能手等作为培养对象，逐步

吸收选进两委班子。四是持续抓好产业的技术培训。年内开

展花椒、苹果、设施现代农业、养殖等方面的培训 60 场次，

提高群众的农业生产经营水平。五是全面加强网格化管理。

建设集成管理指挥中心，落实好“六级”网格管理新模式，

提升全镇的社会化治理水平。

（五）坚持不懈推进文化振兴，进一步加快文明创建的

步伐。一是实施好村级文明实践站的建设。加快剩余 16 个

村的建设进度，确保 9 月底实现全覆盖。二是挖掘各村的历

史文化底韵和红色文化元素，讲好同家庄故事，建设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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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同家庄。三是争创文明单位。以争创省级文明镇为

抓手，村村争创市县文明村，驻村单位共创文明单位，村上

还要抓好文明示范巷、文明户和美丽庭院的创建，兴隆，西

同堤，如意，乌池，南长益，柏瑞等村优先创建。四是积极

开展“九九重阳节”庆祝活动，开展“好媳妇”、“好婆婆”、

“好村民”、“产业带头人”等各类精神文明评选表彰活动。

五是加强村级文化娱乐场所建设，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参与各

类文化娱乐活动。五是扎实开展平安建设创建活动，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畅通群众诉

求表达渠道，及时妥善处理群众合理诉求，力争小事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全力争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平安家庭。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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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阳县同家庄人民政府（本级）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64 人，其中行政编制

26 人、事业编制 38 人；目前实有人员 72 人，其中行政人

员 26 人、事业人员 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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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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833.71

万元，增幅 52.08%，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支出 2423.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833.71 万元，增幅 52.08%，主要原因是

项目支出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收入合计 2434.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833.71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2334.56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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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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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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1

万元，增幅 10.54%，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2、政府性基金收入 723 万元，为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

政府性基金，较上年增长 670.5 万元，增幅 127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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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较上年无变化。

4、经营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较上年

无变化。

5、其他收入 0 元，为预算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

以外的各项收入，较上年无变化。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

位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能保证其支出的

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

资金。

7、上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转

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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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支出合计 2793.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7.9

万元，占 19.25%；项目支出 2255.21 万元，占 8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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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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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88 万元，增幅 2.35%，主

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 301.13 万元，较上年

增长 22.83 万元，增幅 8.2%，主要原因是单位业务增多。对

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79.84，较上年减少 302.53，降幅 79.12%

原因是单位业务发生变化。

2、项目支出 14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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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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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1407.84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98.54

万，增幅 355.17%，原因为项目支出增加。

3、经营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在活动及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与上年对

比无变化。

4、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用

非财政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与上年对比无变

化。

5、结余分配0万元，主要是按照会计制度提取的事业基金。

6、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

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

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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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56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11.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63.21

万元，增幅 10.54%，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支出 24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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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上年增加 833.71 万元，增幅 52.08%，主要原因是

项目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 2434.5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026.72

万元，较上年减少 264.83 万元，降幅 20.5%，主要原因是单

位单位业务减少；项目支出 1407.84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98.54 万，增幅 355.17%，原因为项目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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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1711.56万元，

较上年增加 163.21 万元，增幅 10.54%，主要原因是项目支

出增加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711.56 万

元，其中：

（1）行政运行（政府）（2010301）支出 348.83 万元，

较上年减少了 46.61 万元，降幅了 15.42%，其主要原因是人

员减少。

（2）行政运行（党委）（2013101）119.16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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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4 万元，较上

年增加了 19.44 万元，增幅 154.28%，原因是人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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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71.83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9.96 万元，降幅了 12.17%，其

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6)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2100799）60.2 万元，较

上年减少了2.8万元，降幅4.44%，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7）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20.65 万元，较上年减

少了 1.23 万元，降幅 5.6%，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减少。

（8）其他农业农村支出（2130199）84.28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44.32 万元，降幅 34.46%，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

少。

（9）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2130299）30.1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0.95 万元，降幅 3.03%，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少。

（10）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52.54 万元，较上年增

加了 8.44 万元，增 19.1%，主要原因是人员数量减少。

（11）生产发展支出（2130505）124.84 万元，较上年

增加了 124.84 万元.主要项目发生变动。

（12）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2130705）

455.05 万元，较上年减少了 51.52 万元，降幅 10.17%，主

要原因是村级经费减少。

（13）其他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120399）310 万元，较

上年增加 310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发生变动。

3、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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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711.56 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45.7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88 万元，

增幅 2.35%，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商品和服务支出 301.13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83 万元，增幅 8.2%，主要原因是单位

业务增多。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79.84，较上年减少 302.53，

降幅 79.12%原因是单位业务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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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72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 725.59 万元，较上年减少 287.66 万元，

降幅 28.39%，原因是人员减少。主要包括基本工资（30101）

322.82 万元、津补贴 129.97 万元、绩效工资 100.48 万元、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缴费71.83万元、基本医疗保险缴费20.65

万元。

公用经费 301.13 万元，较上年增加 22.83 万元，增幅

8.2%，主要原因是单位开支增加，主要包括：办公经费 68

万元、印刷费 27 万元、水费 8 万元、电费 28.3 万元、取暖

费 9.5 万元、差旅 30.21 万元、维修费 16 万元、劳务费 85.8

万元、公务接待费 2.2 万元、公车运行费 5 万元、其他交通

费用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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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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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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降幅 1.36%，主要

原因是压缩三公经费开支，较预算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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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1.8 万元，占 75%；公务

接待费支出决算 0.6 万元，占 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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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万元，较上年减

少 0.1 万元，主要原因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压缩车辆开支。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公务接待 68 批次，453 人次，支出 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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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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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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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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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无政府采购支出，并已公开

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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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8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支出总额的 4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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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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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84 万元，执行数 684.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2020 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01.13 万

元，较上年增加上年增加 22.83 万元，增幅 8.2%，主要原因

是单位开支增加，主要包括：办公经费 68 万元、印刷费 27

万元、水费 8 万元、电费 28.3 万元、取暖费 9.5 万元、差

旅 30.21 万元、维修费 16 万元、劳务费 85.8 万元、公务接

待费 2.2 万元、公车运行费 5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21.12 万

元。

五、专业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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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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

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7、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

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

的收支预算。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