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工部部门 2018 年度部门决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农工部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县委农工部是主管全县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县委工作部

门，负责对全县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组织领导、综合协调、调

查研究、监督指导。1.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

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2.负责全县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清洁工程（农村垃圾处理）工作的组织推

动和检查考核工作。3.负责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总体规划的拟定

和实施工作。4.负责对全县农村改革发展、扩权强镇和财政惠农

信贷通工作。5.负责组织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全覆盖工作。6.

协助全县土地流转和确权工作。7.协助全县农业招商工作。8.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个，本部门 2018 年

年末编制人数 9 人，其中行政编制 5 人，事业编制 4 人；年末实

有人数 8 人，其中在职人员 8 人，退休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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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3.56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

结余 67.21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65.08 万元，增长 317 %；

本年收入合计 9036.35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5509.1 万元，增

长 156%，主要原因是：新农村建设村点数增加。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9036.35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 %；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 %；其

他收入 0 万元，占 0 %。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支出总计 9103.56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9101.58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5641.54 万元，增长 163%，主

要原因是：新农村建设村点数增加；年末结转和结余 1.98 万元，

较 2017 年减少 65.23 万元，下降 329 %，主要原因是：新农村

建设和农村清洁工程项目支出增加。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135.35 万元，占 1.5 %；

项目支出 8966.22 万元，占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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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万



元，决算数为 91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7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97.13 万元，决算

数为 89.2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2 %，主要原因是：节省开

支。

（二）公共安全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0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主要原因是：没有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0.3 万元，决算

数为 1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主要原因是：没有增

加支出。

（四）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1 万元，

决算数为 3.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没有

增加支出。

（五）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840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主要原因是：年初项目未定，没

有列入预算。

(六）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5.9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主要原因是：年初项目未定，没有

列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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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2 万

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98.93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2.21 万



元，增长 2 %，主要原因是：工资调整增加。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7.96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0.9 万

元，增长 3 %，主要原因是：增加农村垃圾处理工作人员。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7.72 万元，较 2017 年减少 0.24 万

元，减少 3 %，主要原因是：节省开支。

（四）资本性支出 8401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3639 万元，

增长 76 %，主要原因是：新农村建设村点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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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万元，决算数为 6.14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4 %，决算数较 2017 年减少 0.15 万元，下降 3 %，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

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决算数较 2017 年增加 0 万元，

增长 0 %。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3 万元，决算数为

6.14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 %，决算数较 2017 年减少 0.15 万

元，下降 3 %。主要原因是：节省开支。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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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也没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8.7 万元（与部门决算



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保持一致），较 2017 年减少 0.34 万元，

下降 1 %，主要原因是：节省开支。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74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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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占政

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2 个，二级项目

0 个，共涉及资金880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组织对2018年度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清洁工程等2 个政府

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161 万元，占政

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 %。

共组织对“新农村建设项目”、“农村清洁工程项目”等 2

个项目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805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61 万元。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选择1至2个项目）。

“ 新农村建设、农村清洁工程”2个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8966万元，执行数为8966 万元，完

成预算的100 %。织对“ 新农村建设、农村清洁工程”2个项目

进行了绩效运行自评。从自评情况来看：新农村建设项目经费

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安排，按时足额拨付到位，未出现截留、

挤占、挪用等现象，布局建设258个非贫困村新农村建设点，

完成道路硬化165.7公里，改水14323户，普及率96.4%；改厕

13851户，普及率93.3%。“七改三网”等项目建设全面完成。

农村清洁工程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乡镇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农

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清理陈年垃圾1270吨，农村生活垃

圾第三方治理8月1日正式运行，11月上旬顺利经过国家第三

方检查组验收。

在公开项目绩效自评综述的同时，需公开《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应以财务会计制度、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及部门预

算管理等规定为基本说明，可在此基础上结合部门实际情况适当

细化。“三公”经费支出和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口径必需予以说明。

根据《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说明，结合部门实际，

现对部门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进行解释。

1、2010501 一般公共服务（类）统计信息事务（款）行

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含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

单位）的基本支出。

1、2013199 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党委办公厅及机关

机构事务支出（款）其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反映除

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党委办公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2、208050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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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

休经费。

3、20805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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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复的 13 个月基本工资

和年津贴之和的 20%计算。



4、208270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类）财政对其他社会保

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项）：指

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批复的年基本工资和年津贴之和的 0.5%计算。

5、208270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类）财政对其他社会保

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项）：指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批复的年基本工资和年津贴之和的 0.5%计算。

6、208270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类）财政对其他社会保

险基金的补助（款）财政对生育保险基金的补助（项）：指

财政对生育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批复的年基本工资和年津贴之和的 0.2%计算。

7、210110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

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

行政及参公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按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批复的年基本工资和年津贴之和的 6%计算。

8、2210201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

房公积金（项）：指接待办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复的

年基本工资和年津贴之和的 12%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9、30217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