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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１负责市委文件、文稿的起草、批办、印发及日常文

书归档和管理工作.

２负责市委召开会议的会务工作;负责全市重大活动

的组织协调工作.

３围绕市委及上级党委的重要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

组织开展督促检查,推动贯彻落实;负责领导同志批示贯彻

落实的督促检查工作.

４围绕市委的总体工作部署,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报

送信息;负责市委有关重要工作的新闻发布工作.

５负责市委出台的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前置审核、备案

和清理以及相关法规服务工作.

６负责机关日常值班和应急值守,协助市委领导做好

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及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负责中央、省委

领导同志及其他重要来宾的接待服务.

７负责市、县市区党委系统信息化规划、建设和管理

工作;负责全市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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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负责市委有关后勤事务服务管理以及市人大、市政

协机关后勤服务有关工作;负责市委有关经费的预算管理、

资产维护.

(二)内设机构

市委办公室设有政秘科、综合一科、综合二科、综合三

科、综合四科、市委信息综合室、督查一室、督查二室、总

值班室、市委机要室、法规科、保密一科、保密二科、国家

安全监管科共１４个内设机构以及机关党办;下设榆林市委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榆林市党务信息化中心和榆林市委会议

服务中心.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２０２０年本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４个,包括

本级及所属非独立核算的３个二级预算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１ 中共榆林市委办公室

２ 榆林市市委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３ 榆林市党务信息化中心

４ 榆林市委会议服务中心

三、部门人员情况

截止２０２０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１２４人,其中行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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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６１人,参公事业编制４０人,全额事业编制２３人;实有

人员１０５人,其中行政５７人,参公事业３７人,全额事业１１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５１人,享受遗属补助８人.

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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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２０２０年度部门决算表

序号 内容
是否

空表
表格为空的理由

表１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表２ 收入决算表

表３ 支出决算表

表４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表５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按功能分类科目)

表６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决算表 (按经济分类科目)

表７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表８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

收支业务,公开空白表.

表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

收支业务,公开空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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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２０２０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收入合计６４８４３２万元,较上年增加７９２７０万

元,增长１３９３％,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收入增加

４５２００万元,为市委办承担的０４１JC项目预算增加,二是

基本 支 出 增 加 补 交 以 前 年 度 职 工 养 老 与 职 业 年 金 预 算

３４０７０万元等所致.

２０２０年支出合计６４８４３２万元,较上年增加７８９７０万

元,增长１３８７％,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支出增加

４５１７１万元,为市委办承担的０４１JC项目增加,二是基本

支出增加补交以前年度职工养老与职业年金等３３７９９万元

所致.

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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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收入合计６４８４３２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６４８４３２ 万 元,占 １００００％;事 业 收 入 ０００ 万 元,占

０００％;经营收入０００万元,占０００％;其他收入０００万

元,占０００％.

图示如下: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 年 支 出 合 计 ６４８４３２ 万 元,其 中:基 本 支 出

２４３０２８万 元,占 ３７４８％;项 目 支 出 ４０５４０４ 万 元,占

６２５２％;经营支出０００万元,占０００％,其他支出０００
万元,占支出０００％.

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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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６４８４３２万元,较上年增加

７９２７０万元,增长１３９３％,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收

入增加４５２００万元,为市委办承担的０４１JC项目预算增加,

二是基本支出增加补交以前年度职工养老与职业年金预算

３４０７０万元等所致.

２０２０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６４８４３２万元,较上年增加

７８９７０万元,增长１３８７％,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支

出增加４５１７１万元,为市委办承担的０４１JC项目增加,二

是基 本 支 出 增 加 补 交 以 前 年 度 职 工 养 老 与 职 业 年 金 等

３３７９９万元所致.

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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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财政拨款支出６４８４３２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

的１００００％.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７８９７０万

元,增长１３８７％,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支出增加

４５１７１万元,为市委办承担的０４１JC项目增加,二是基本

支出增加补交以前年度职工养老与职业年金等３３７９９万元

所致.

图示如下:

—７１—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财政拨款支出部门预算为４３０４６３万元,支出

决算为６４８１３２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５０５７％.按照政府功

能分类科目,其中:

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党委办公厅 (室)及相关

机构事务 (款)行政运行 (项).

预算为１５８７２９万元,支出决算为１９７４３９万元,完成

预算的１２４３９％,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

影响采购防疫物资和用品增加支出,财政调整追加预算.

２、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党委办公厅 (室)及相关

机构事务 (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

年初预算为０００万元,使用上年结转指标５８３７７万

元,支出决算为５８３７７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００％,用于

０４１JC项目.

３、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党委办公厅 (室)及相关

机构事务 (款)事业运行 (项).

预算为７８３１万元,支出决算为１６２９万元,完成预算

的２０８１％,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部

分业务未开展,结转结余资金转下年使用.

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党委办公厅 (室)及相关

机构事务 (款)其他党委办公厅 (室)及事务支出 (项).

预算数为２１６０００万元,决算支出为３４７０２６万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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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预算的１６０６６％,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使用

上年结转指标用于０４１JC项目.

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

预算数１７１６８万元,决算支出为１６２６０万元,完成预

算的９４７１％.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当年１２月份

养老保险在下月 (下年元月份缴纳),结转结余资金指标转

下年使用.

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项).

预算数８５８４万元,决算支出为６７９２万元,完成预算

的７９１２％.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当年四季度份养

老保险在下月 (下年元月份缴纳),结转结余资金指标转下

年使用.

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项).

预算数２０６万元,决算支出为１８７万元,完成预算的

９０７８％.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当年未缴纳其他社

保费用指标转下年使用.

８、卫生健康支出 (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行政

单位医疗 (项).

预算数９５８１万元,决算支出为９５８１万元,完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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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００００％.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９、卫生健康支出 (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款)其他

卫生健康支出 (项).

预算数０００万元,决算支出为１５４万元,为财政追加

的用于单位职工医疗互助保险支出.

１０、住房保障支出 (类)住房改革支出 (款)住房公积

金 (项).

预算数１２３６３万元,决算支出为１０９８６万元,完成预

算的８８８６％.剩余未缴部分１３７７万元.为在编职工和复

转军人 (工资未上卡)住房公积金未缴数,预算指标结转下

年上缴.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２４３０２８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支出２０５２７８万元和公用经费支出３７７５０
万元.按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划分,其中:

(一)人员经费２０５２７８万元,主要包括:

１、基本工资 (３０１０１)４２５９５万元;

２、津贴补贴 (３０１０２)４２７３９万元;

３、奖金 (３０１０３)４０２００万元;

４、绩效工资 (３０１０７)６２１７万元;

５、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３０１０８)３３０１５
万元;

—０２—



６、职业年金缴费 (３０１０９)１２８３９万元;

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３０１１０)９７３５万元;

８、住房公积金 (３０１１３)１０９８６万元;

９、离休费 (３０３０１)１４７５万元;

１０、生活补助 (３０３０５)５４７７万元.

(二)公用经费３７７５０万元,主要包括:

１、办公费 (３０２０１)２９１万元;

２、印刷费 (３０２０２)１４３万元;

３、水费 (３０２０５)２７３０万元;

４、电费 (３０２０６)５０７４万元;

５、邮电费 (３０２０７)３０１８万元;

６、物业管理费 (３０２０９)１１２６万元;

７、差旅费 (３０２１１)２６１６万元;

８、维修 (护)费 (３０２１３)３４４８万元;

９、培训费 (３０２１６)５００万元;

１０、劳务费 (３０２２６)３２９７万元;

１１、委托业务费 (３０２２７)６９０万元;

１２、工会经费 (３０２２８)１９７７万元;

１３、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３０２３１)２２７７万元;

１４、其他交通费用 (３０２３９)８６８１万元;

１５、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０２９９)１８８１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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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３６００万元,

支出决算为２２７７万元,完成预算的６３２５％.决算数较预

算数减少１３２３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车运行维护费较预算减

少１３２３万元,一是受疫情影响,公务用车使用减少,二是

加强日常管理,压缩公务用车运维支出;决算数较上年 “三

公”经费决算数减少１００８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车运行维护

费减少１００８万.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０００万元,占０００％;公务用车购置费

支出０００万元,占０００％;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２２７７万元,占１００００％;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０００万元,

占０００％.具体情况如下:

１因公出国 (境)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因公出国 (境)团组０００个,０人次,预算为

０００万元,支出决算为０００万元,完成预算的０００％,决

算数较预算数减少０００万元;决算数较上年因公出国 (境)

决算数减少０００万元.

２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购置车辆０台,预算为０００万元,支出决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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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万元,完成预算的０００％,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０００
万元.

３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为３６００万元,支出

决算为２２７７万元,完成预算的６３２５％,决算数较预算数

减少１３２３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加强日常管理,压缩公

务用车运维支出,二是受疫情影响,公务用车使用减少;决

算数较上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减少１００８万元,主

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公务用车使用减少.

４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公务接待０批次,０人次,预算为０００万元,

支出决算为０００万元,完成预算的０００％.决算数较上年

公务接待费决算数减少０００万元.

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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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培训费预算为５００万元,支出决算为５００万

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００％,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０００万

元,预决算数平衡;决算数较上年培训费决算数增加４３５
万元,主要原因是职工业务能力提升培训任务增加.

(四)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会议费预算为３９００万元 (年初部门预算未预

算会议经费,中途财政追加预算市委四届六次会议经费和市

委业务工作专项会议经费３９００万元),支出决算为３３０９
万元,完成预算的８４８６％,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５９１万

元,主要原因是会议资料印刷费和场租费支出减少;决算数

较上年会议费决算数减少３９０４万元,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

响,部分业务会议取消或改为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３９３６２万元,支出决算为

３７７５０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５９０％.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１６１２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缩一般性支出和受疫情影响差旅费支出减

少;决算数较上年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数减少增加６０２８万元,
—４２—



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防疫物资采购增加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２０２０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２８３９１２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３２０１８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１０４２００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１４７６９４万元.授予中

小企业合同金额２８３９１２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１００００％,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３２０１８万元,占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１１２８％.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９辆,

其中副部 (省)级以上领导用车０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０
辆,机要通信用车２辆,应急保障用车７辆,执法执勤用车

０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０辆,离退休干部用车０辆,其他

用车０辆.单价５０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２台 (套);单价

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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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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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

二级项目５个,共涉及资金４０５４０４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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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总额的１００００％.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部门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０４１JC项目１个一级项目和

专项业务费５个二级项目 (包括:物业管理、电子政务内网维

护、机要及网络维护、大型修缮、行政运行)自评结果.

１０４１JC 项目绩效自评得分９８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１８９４０４ 万 元, 执 行 数 １８９４０４ 万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０００％.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略).

２、专项业务费５个二级项目 (包括:物业管理、电子

政务内网维护、机要及网络维护、大型修缮、行政运行)绩

效自评得分９８分.专项业务费全年预算数２１６０００万元,

执行数２１６０００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００％.一是保障了

市委、人大、政协机关正常运转;二是确保党务信息畅通,

机要通信畅通、保密;三是维护好机关设备、设施,保全国

有资产安全;四是电子政务内网系统如期建成,运行安全、

高效、保密、畅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内控制度建设

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经济合同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

强;二是资产整合合理配置有待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有待

逐步完善.今后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在财政资金支出审核、

审批,政府采购,维修工程、办公和专业设备购置多方面全

过程、全流程加强监管;物业管理在服务质量上强化考核,

以整体推进机关后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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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本部门自评得分

９８分.部门整体支出全年预算数６４８４３２万元,执行数

(支出数)６４８４３２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００％.

１、本年度部门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保证了市

委办系统工资正常发放和市委、人大、政协机关正常运转;

全面完成了２０２０年度市委办目标工作任务;高质量地完成

市委及市委领导分配的专项特定任务 ;后勤服务保障得力、

国有资产管护保全;整体推进了全市党委办公室系统的各项

工作.

２、发现的问题及原因:(１)国有资产管理有待进一步

加强.一是资产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堵塞资产采购、

管理、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漏洞;二是资产使用有待在各部门

之间合理调配和优化.(２)财政资金支出预算绩效评价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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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于预算单位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与任务,参与绩效自

评人员因业务生疏和非专业人员等原因,预算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质量有待逐步提高;(３)存在预算支出与单位实际支出

在政府支出经济分类上不相符、不匹配的问题和现象.原因

是预算数 (实际也是计划数)与实际业务发生数存在不确定

性,计划与实际存在偏差问题.财政每年的追加 (追减)预

算就是调整年初预算的偏差现象,现在单位在办理年度实际

支出业务时,用款计划按支出经济分类申请、支付时也要对

应计划中的支出经济分类一一对应办理,具体执行起来有困

难.

３、下一步改进措施:(１)严格预算执行.首先是认真

编制每年的年初预算,真正将部门支出经济分类预算编制扎

实,以缩小预算执行差异;其次是搞好内控建设,靠制度和

日常的支出管理控制预算资金使用;三是加强财务支出审

核、审批,尽量做到无预算不安排和审批支出 (应急突发事

件的支出除外).(２)加强资产管理,特别是加强单位占有

和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使用和管理,做到固定资产保存完整,

配置合理经济,达到报废的固定资产清理清退及时,确实提

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３)加强单位财务人员的业务培

训.建议市财政多组织预算单位财务人员在预算管理、财务

管理与会计核算、内控建设、预算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定期培

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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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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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５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 (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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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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