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 支 预 算 总 表
表1：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功能分类 预算数 经济分类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小计） 1952.7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8.23 一、工资福利支出 1477.13

     财政拨款 1952.75 二、外交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158.61

     行政事业性收费资金 三、国防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4.01

     专项资金 四、公共安全支出 四、转移性支出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五、教育支出 789.62 五、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其他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六、债务还本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七、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三、财政专户管理的事业资金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89 八、资本性支出

四、其他资金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九、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卫生健康支出 55.02 十、对企业补助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其他支出 263.00

十三、农林水支出 584.30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84.69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0.00

收入合计 1952.75 支出合计 1952.75 支出合计 1952.75



部门收入总表

表2：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总计
当年资金安排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政府性基金

纳入专户管理的
事业资金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

其他资金
收回单位结余

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 1952.75 1952.75 1952.75



部门支出总表

表3：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专项业务支

出
发改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01 99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6.1 6.1

201 03 01 行政运行 255.1 255.1

201 03 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37.03 37.03

205 02 02 小学教育 645.57 645.57

205 02 03 初中教育 85.27 85.27

205 0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8.78 58.7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6 4.1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6.73 126.7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9.26 9.2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5.12 45.12

210 11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64 0.64

213 01 01 行政运行 136.91 136.91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94.39 194.39

213 07 05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53 25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4.69 84.69

224 07 04 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助 10 10

合计 1952.75 1489.26 463.49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表4：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一、本年收入 1952.75 一、本年支出 1952.75 1952.75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952.7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8.23 298.2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二、上年结转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五）教育支出 789.62 789.6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89 130.89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55.02 55.02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584.30 584.30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84.69 84.69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0.00 10.00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952.75 支 出 总 计 1952.75 1952.75 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表5：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专项业务支出
发改项目支

出
类 款 项

201 01 99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6.1 6.1

201 03 01 行政运行 255.1 255.10

201 03 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37.03 37.03

205 02 02 小学教育 645.57 645.57

205 02 03 初中教育 85.27 85.27

205 0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58.78 58.7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6 4.16

205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6.73 126.73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9.26 9.2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5.12 45.12

210 11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64 0.64

213 01 01 行政运行 136.91 136.91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94.39 194.39

213 07 05 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53 25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4.69 84.69

224 07 04 自然灾害灾后重建补助 10 10

合计 1952.75 1489.26 463.49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6：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1489.26 1426.49 62.77

一、工资福利支出 1372.62 1372.52 0.1

   基本工资 500.84 500.84

   津贴补贴 255.43 255.43

   奖金 6.62 6.62

   伙食补助费 0.1 0.1

   绩效工资 214.17 214.1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26.73 126.7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1.24 51.2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78 3.78

   住房公积金 84.69 84.6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29.02 129.02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62.62 62.62

   办公费 10 10

   水费 0.8 0.8

   电费 7 7

   邮电费 0.5 0.5

   差旅费 1.51 1.51

   因公出国（境）费用

   工会经费 9.53 9.53

   福利费 9.71 9.7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 3

   其他交通费用 16.53 16.53

   税金及附加费用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04 4.04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4.02 53.97 0.05

   退休费 36.53 36.53

   生活补助 16.54 16.54

   助学金 0.05 0.05

   奖励金 0.9 0.9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表7：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预算数 上年预算数
本年预算比上年预算

上年决算数
本年预算比上年决算

备注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合计 6 6 0 0.00% 3.95 2.05 51.80%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 6 0 0.00% 3.95 2.05 51.8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8：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专项业务支出 发改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6-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44.17 年度资金总额： 81.3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44.17       市县（区）财政资金 81.39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

项目概况
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项目资金81.39万元用于23个村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
化进程，全面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量的民心工程。该项目资金是开展全镇长效保洁的主要资金，全镇23个村和镇区的
环境卫生保洁全部委托奥美林公司负责，该资金按季度支付奥美林公司保洁费。

立项依据 《泽州县爱卫办关于2017年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经费的分配方案》泽爱卫办字[2017}5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2021年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经费项目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全镇23个村和镇区2公里路段环境卫生的长效治理，全面
改善全镇23个村和镇区的环境卫生，创建较好的人居环境，项目的设立十分必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犁川镇财政资金管理制度、《犁川镇环境长效保洁考核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1月-2022年12月，由奥美林公司负责全镇环境卫生保洁，政府环卫站及村负责人对环境卫生日常保洁定期进行
检查，按四个季度支付保洁服务费，对项目验收合格方可拨付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犁川镇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经费项目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全镇23个村和镇区2公里路段
环境卫生的长效治理，全面改善全镇23个村和镇区的环境卫生，创建较好的人居环境。

2021年农村环境卫生长效保洁经费项目的设立，是为了确
保2022年度全镇23个村和镇区2公里路段环境卫生的长效
治理，全面改善全镇23个村和镇区的环境卫生，创建较好
的人居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环卫覆盖村数量 =23个村 数量指标 环卫覆盖村数量 =23个村

质量指标 长效保洁工作完成率 ≥98% 质量指标 长效保洁工作完成率 ≥98%

时效指标 长效保洁资金支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长效保洁资金支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各村环境卫生质量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各村环境卫生质量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全镇人居环境质量 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全镇人居环境质量 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王利强 联系电话： 18636472227 填报日期： 2022.5.2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犁川镇天水岭村(司街自然村)灾后重建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6-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本级）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 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

金
1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犁川镇天水岭村（司街自然村）灾后重建资金项目，是为了犁川镇司街自然村7月份暴雨受灾后基础设施修缮安排的专
项资金，保障司街自然村道路修护、自来水管网修复等。

立项依据 犁川镇人民政府资金申请和县领导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犁川镇天水岭村（司街自然村）灾后重建资金项目，是为了犁川镇司街自然村7月份暴雨受灾后基础设施修缮安排的专
项资金，保障司街自然村道路修护、自来水管网修复等，资金的安排十分必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犁川镇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和《犁川镇三资委托代理中心财务支出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犁川镇天水岭村（司街自然村）灾后重建资金项目计划：2022年3月份开工建设，2022年6月完工，完成村内道路和自
来水管网及其它公共设施修复。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犁川镇天水岭村（司街自然村）灾后重建资金项目计划：2022年3月
份开工建设，2022年6月完工，完成村内道路和自来水管网及其它公
共设施修复。

犁川镇天水岭村（司街自然村）灾后重建资金项目计划：2022年3月份开工建设
，2022年6月完工，完成村内道路和自来水管网及其它公共设施修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修复道路公里数 ≥3公里 数量指标 修复道路公里数 ≥3公里

质量指标 修复公共基础设施合格率 ≥98% 质量指标 修复公共基础设施合格率 ≥98%

时效指标 村内基础设施修复完成时间 2022年6月底 时效指标 村内基础设施修复完成时间 2022年6月底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村内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村内基础设施灾后重建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王利强 联系电话： 18636472227 填报日期： 2022.5.2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6-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29 年度资金总额： 11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区）财政资金 429
      市县（区）财政

资金
113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为了推动农村税费改革顺利实施，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确保基层政府的正常运
转为目标，是保障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必要性项目。包括机关差额人员15人，自收自支人员4人的工资发放，保
险缴纳及政府办公设备购置等；镇教育、卫生等公益单位的经费不足补充，保障其正常运转。

立项依据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度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通知》晋财预【2020】82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为了推动农村税费改革顺利实施，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确保基层政府的正常运
转为目标，是保障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必要性项目。包括机关事业差额人员和自收自支人员的工资发放，保险缴
纳及政府办公设备购置等；镇教育、卫生等公益单位的经费不足补充，保障其正常运转。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犁川镇财政资金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1月-12月，每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送计划，获取资金后及时拨付。人员经费按月支付，各项事业运行经
费按实际支出情况及时拨付，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2年-2024年度，每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送计划，获取资金后及时拨付。人员经费按
月支付，各项事业运行经费按实际支出情况及时拨付，保证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

2022年1月-12月，每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送计划，
获取资金后及时拨付。人员经费按月支付，各项事业
运行经费按实际支出情况及时拨付，保证基层政府的
正常运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补助人数 ≥40人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补助人数 ≥40人

质量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率 ≥98% 质量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率 ≥98%

时效指标 工资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工资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王利强 联系电话： 18636472227 填报日期： 2022.5.2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村级管理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6-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59 年度资金总额： 25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

政资金
759       市县（区）财政资金 253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村级管理费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减轻农民负担，统筹城乡发展，保证基层组织运转的项目。该项目资金主要用
于全镇23个村两委组织的人员工资和日常的办公开支及村级组织的其他民生支出。

立项依据
《山西省财政厅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关于转发《财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强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晋财预【2020】52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村级管理费用项目的实施，使全镇23个村的村级组织运行得到了经费保障，保证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没有
此项目资金基层组织的运转得不到经费保障，该项目的设立十分必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犁川镇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和《犁川镇村级管理费分配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从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结束，根据全镇部署，按时发放全镇23个村村干部工资，按期拨付各
村办公经费及各村各项民生支出，保障各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从2022年1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结束，根据全镇部署，按时发放全镇
23个村村干部工资，按期拨付各村办公经费及各村各项民生支出，保障各村级
组织正常运转.

该项目从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12月31日结束，根据全镇部署
，按时发放全镇23个村村干部工资，按期拨付各村办公经费及
各村各项民生支出，保障各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保障村数量 =23村 数量指标 经费保障村数量 =23村

质量指标 各项村级工作完成率 ≥98% 质量指标 各项村级工作完成率 ≥98%

时效指标 日常工作工程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日常工作工程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村干部工作效率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村干部工作效率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村干部满意度 ≥98% 村干部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王利强 联系电话： 18636472227 填报日期： 2022.5.23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6-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泽州县犁川镇人民政府(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3 年度资金总额： 6.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3       市县（区）财政资金 6.1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经费项目是全面强化人大组织，更好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保障乡镇人大代表正常履
职的保障性经费，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人大代表的会议开支，调研开支及其他活动开支。

立项依据
泽发[2017}24号 中共泽州县委转发《中共泽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推进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
见》（试行）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保障经费项目的设立，为乡镇人大组织开展工作，依法实施监督，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
障，该项目的实施十分必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犁川镇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和《犁川镇人大主席团关于代表小组活动的规定》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22年12月31日结束，项目资金按照乡镇人大会议及人大代表调研等活动
的经费需求，及时支出资金，保障人大工作的高效进行。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保障经费项目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项目资金按
照乡镇人大会议及人大代表调研等活动的经费需求，及时支出资金，保障人
大工作的高效进行。

乡镇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保障经费项目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2022年12月31日结束，项目资金按照乡镇人大会议及人大代
表调研等活动的经费需求，及时支出资金，保障人大工作的高
效进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大活动参与人数 ≥62人 数量指标 人大活动参与人数 ≥62人

质量指标 人大各项工作完成率 ≥98% 质量指标 人大各项工作完成率 ≥98%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人大代表履职效能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人大代表履职效能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王利强 联系电话： 18636472227 填报日期： 2022.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