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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峡江县国土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是主管土地、矿产资源、测绘管理工作的县政府

工作部门。

1.制定全县有关土地、矿产资源、测绘管理配套政策措

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依法保护土地、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承办并组织调处权属纠纷，查处土地、矿产、测绘违法案件；

（二）是主管全县土地征收（用）、收回、划拨、出让、

租赁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6 个，包括 11 个基层

国土所和 3 个局属事业单位及国土局本级。

本部门 2018 年末编制人数 114 人，其中行政编制 11 人，

事业编制 103 人；年末实有人数 93 人，其中在职人员 93 人，

退休人员 28 人。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收入总计 28915.35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

和结余 0 万元，本年收入合计 28915.35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9278.35 万元，增长 47.25 %，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的增加（财

政非税直办户的 23535.76 万元项目资金对口纳入了本套决算）。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28915.35 万元，

占 10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支出总计 28915.35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合计 28915.35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9278.35 万元，增长

47.25 %，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的增加（财政非税直办户的

23535.76 万元项目资金对口纳入了本套决算）。年末结转和结

余 0 万元。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1372.71 万元，占 4.74 %；

项目支出 27542.64 万元，占 95.26 %；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

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 万元，占 0 %。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91.06

万元，决算数为 28915.3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939.24 %。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16.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协税护

税的经费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21.83 万元，决

算数为 115.6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91 %，主要原因是：

退休人员退休减少了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

（三）城乡社区年初预算数为 600 万元，决算数为 2500.6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16.77%，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土地开发、

土地整理，土地拆迁补偿等项目支出资金增加（财政非税直办户

的 23535.76 万元项目资金对口纳入了本套决算）。

（四）国土海洋气象支出年初预算 664.01 万元，决算数

3684.58 万元。完成预算的 554.9%，主要是 2018 年土地开发、

土地整理项目支出资金增加。

（五）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 68 万，决算数为 64.32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4.59%，主要是退休人员退休减少了住房公积金等

住房保障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72.71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1147.65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353.51

万元，增长 30.8%，主要原因是：2018 年工资普调和标调及 2018

年新招录工作人员 3 名及安置退休军人 3 名。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08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55.74

万元，增长 27.58%，主要原因是：不动产登记中心增加不动产

登记办公设备 85 万元。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7.09 万元，较 2017 减少 65.8 万

元，下降 90.27% ，主要原因是：决算功能性科目调整。

（四）资本性支出 255.78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255 万元，

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土地开发、土地整理、不动产登记中

心项目支出资金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 45.56 万元，决算数为 40.71 万元，完成预算的

89.35%，决算数较上年下降 9.21%，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决算数较上年 0%。主要原因是：没有安

排人员出国出境出差。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1.2 万元，决算数为

2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38%，决算数较上年下降 9.38%。主

要原因是：严格中央八项规定，严格财务管理。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2.5 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

的 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37 万元，决

算数为 1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6.99%，决算数较上年下降

8.89%。主要原因是：严格中央八项规定，严格财务管理。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 133.96 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较上年下降 7.86%，主要原因是：严格中央八项规定，



严格财务管理。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部门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4.45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34.4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34.45 万元，占政府采

购支出总额的 100%。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7 辆，其中，执

法执勤用车 1 辆、其他用车 6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主要是乡镇国

土所开展巡查用执法用摩托车。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及财政部门关于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相

关要求，我局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力度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一是准确编报预算和绩效

目标，并按规定时限和规定内容公开预算信息；二是财政资金支

出合规、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会计信息真实；三是预算

执行中“三公”经费等指标基本达到控制目标，财政资金运行效

益得到提高。为推进评价结果的应用，我局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资金分配和优化以后年度预算支出

的重要依据。自我评价绩效管理良好。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2120801 征地拆迁补偿支出（项）：指反映地方人民

政府在征地和收购土地过程中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地上附着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支出。

２、2121002 土地开发支出：指反映从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收入中安排用于收购储备土地需要支付的前期土地开发

性支出以及与前期土地开关相关的费用等支出。

3、2200101 行政运行：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4、2200150 事业运行：指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

包括行政（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

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5、2210201 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

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5、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

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

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

费。

6、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

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

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

费。



7、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指反
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支出。

8、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反映实行归口
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
离退休经费。

9、2080502 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实行归口
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