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2,100,845 一、基本支出 1,600,845 

    1、财政拨款 2,100,845     1、工资福利支出 1,090,691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2,614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商品服务支出 417,540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500,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3、基本建设项目

五、其他各项收入     4、其他项目 500,0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2,100,845 本年支出合计 2,1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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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合计 2,100,845 2,100,845 2,100,845 

078001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 2,100,845 2,100,845 2,100,845 

201 28   01   行政运行（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1,224,899 1,224,899 1,224,899 

201 28   04   参政议政（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500,000 500,000 5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92,614 92,614 92,61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2,369 122,369 122,369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2,007 52,007 52,0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956 108,956 108,956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2,100,845 1,600,845 1,090,691 92,614 417,540 500,000 500,000

078001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 2,100,845 1,600,845 1,090,691 92,614 417,540 500,000 500,000

201 28   01   行政运行（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1,224,899 1,224,899 807,359 417,540

201 28   04   参政议政（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500,000 500,000 5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92,614 92,614 92,61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2,369 122,369 122,369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2,007 52,007 52,00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956 108,956 108,956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一、一般公共预算 2,100,845 一、基本支出 1,600,845 

    1、财政拨款 2,100,845     1、工资福利支出 1,090,691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2,614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商品服务支出 417,540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500,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3、基本建设项目

    4、其他项目 500,000 

本年收入合计 2,100,845 本年支出合计 2,100,845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2,100,845 1,600,845 1,090,691 92,614 417,540 500,000 500,000 

078001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 2,100,845 1,600,845 1,090,691 92,614 417,540 500,000 500,000 

201 28   01   行政运行（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1,224,899 1,224,899 807,359 417,540 58.31%

201 28   04   参政议政（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500,000 500,000 23.80% 5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92,614 92,614 92,614 4.4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2,369 122,369 122,369 5.82%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52,007 52,007 52,007 2.4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956 108,956 108,956 5.19%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合计 2,100,845 1,600,845 1,090,691 92,614 417,540 500,000 500,0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332,724 332,724 332,724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469,740 469,740 469,74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122,369 122,369 122,36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52,007 52,007 52,00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4,895 4,895 4,895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1 03 住房公积金_行政 108,956 108,956 108,956

302 01 办公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63,700 63,700 63,700

302 02 印刷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50,000 50,000 50,000

302 07 邮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5,000 5,000 5,000

302 11 差旅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62,100 62,100 62,100 100,000 10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2 09 维修（护）费_行政 5,000 5,000 5,000

302 15 会议费 502 02 会议费_行政 20,000 20,000 20,000

302 16 培训费 502 03 培训费_行政 300,000 300,000 30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170,000 70,000 70,000 100,000 1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7,700 7,700 7,700

302 29 福利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000 3,000 3,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_行政 4,000 4,000 4,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14,640 114,640 114,6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行政 4,400 4,400 4,400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92,614 92,614 92,61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8,000 8,000 8,000

338500 79040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合计 1,600,845 1,600,845

301 01 基本工资 332,724 332,724

301 02 津贴补贴 469,740 469,74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22,369 122,369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2,007 52,00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895 4,895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08,956 108,956

302 01 办公费 63,700 63,700

302 02 印刷费 50,000 50,000

302 07 邮电费 5,000 5,000

302 11 差旅费 62,100 62,1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00 5,000

302 15 会议费 20,000 2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70,000 7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7,700 7,700

302 29 福利费 3,000 3,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 4,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14,640 114,6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400 4,400

303 02 退休费 92,614 92,61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8,000 8,000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4,0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2、公务接待费 0

3、公务用车费 4,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

      （2）公务车购置 0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
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商品服务
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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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
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
利支出

对个人
和家庭
的补助
支出

商品服
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
业和经
济发展
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
目

备注：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4 24,000

201 28 01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车辆保险 次 1 2,000

201 28 01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 会议费 会议 次 2 20,000

201 28 01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车辆维修及配件采购 次 1 2,000

备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

提下，要向中小企业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企

业的比例不低于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20%。



市级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部门名称

年度总体
目标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主要内容
预算资金

合计 其中：财政资金 备注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履职效能

工作目标
目标依据
充分性

部门设立的工作目标的依据是否充分；
内容是否合法、合规。

管理情况
工作目标
合理性

部门设立的工作目标是否明确、具体、
清晰和可衡量。

目标管理
有效性

部门是否有完整的目标管理机制以保障
工作目标有效落地。

履职效能

整体工作
完成

总体工作
完成率

反映部门年度总体工作完成情况

总体工作完成率=部门年
度工作要点已完成的数
量/部门年度工作要点工
作总数量。

牵头单位
工作完成
率

反映承接年度总体工作的各牵头单位工
作完成情况。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
作任务的牵头单位制定
的工作要点是否涵盖所
要承接的重点工作。工
作完成率=工作要点已完
成的数量/工作要点工作

重点工作
履行

重点工作1
计划完成
率

反映本部门负责的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相关
情况应予以细化、量化
表述。重点工作2

计划完成
率……

部门目标
实现

年度工作
目标1实现
率 反映本部门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标达成情

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年
度工作目标达成情况，
相关情况应予以细化、
量化表述。年度工作

目标2实现
率……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预算编制
完整性

反映部门年度预算编制完整性和提前细
化情况。

①收入预算编制是否足
额，是否将所有部门预
算收入全部编入收入预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预算编制
完整性

反映部门年度预算编制完整性和提前细
化情况。

②支出预算编制是否科
学，是否是按人员经费
按标准、日常公用经费
按定额、专项经费按项
目分别编制。

专项资金
细化率

专项资金细化率=（部门
已细化分配的专项资金/
部门专项资金合计）

预算执行
率

反映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调整程度
和控制结转结余资金的努力程度。

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
数/预算数）×100%。
其中，预算完成数指部
门本年度实际执行的预
算数；预算数指财政部
门批复的本年度部门的
预算数。

预算调整
率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
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在本
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
、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
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
策、发生不可抗力、上
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
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

结转结余
变动率

结转结余变动率=[（本
年度累计结转结余资金
总额-上年度累计结转结
余资金总额）/上年度累
计结转结余资金总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部门决算
编报质量

反映本部门决算工作情况。

①是否按照相关编审要
求报送；
②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
范围和资金范围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

项目库管
理完整性

反映本部门项目库建设情况。

项目库管理完整性=（年
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总
额-未纳入项目库预算项
目资金额）/年度预算安
排项目资金总额×100%

国库集中
支付合规
性

反映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合规性。

国库集中支付合规性=
（年度部门预算资金国
库集中支付总额-国库集
中支付监控系统拦截资
金额）/年度部门预算资
金国库集中支付总额

收支管理

收入管理
规范性

反映部门收入管理和收入结构的情况。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附
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
收入及其他收入管理是
否符合事业单位财务规
则的有关规定。

支出管理
规范性

反映部门支出管理和支出结构的情况。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是
否符合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规则及相关制度办法
的有关规定。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制度的完
备性

反映部门相关财务管理规范性和执行有
效性的情况。

①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是
否有比较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



管理效率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制度的完
备性

反映部门相关财务管理规范性和执行有
效性的情况。

②财务核算是否符合国
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有
关规定；
③部门基础数据信息和
会计信息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准确性，能
否对预算管理工作起到
很好的支撑作用。

银行账户
管理规范
性

财政专户的资金是否按
照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
规定及时足额上缴，是
否存在隐瞒、滞留、截
留、挪用和坐支等情况

政府采购
执行率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政
府采购的程序和流程；
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务
卡结算相关制度和规
②政府采购执行率=（实
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
购预算数）×100%；
政府采购预算：采购机
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
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
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
政府采购计划。

内控制度
有效性

①预算业务控制：单位
是否建立健全预算编制
、审批、执行、决算与
评价等预算内部管理制
②收支业务控制：单位
是否建立健全收入、支
出内部管理制度；
③政府采购业务控制：
单位是否建立健全政府
采购预算与计划管理、
政府采购活动管理、验
收管理等政府采购内部
④资产控制：单位是否
建立健全资产内部管理
制度；
⑤建设项目控制：单位
是否建立健全建设项目
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与
建设项目相关的议事决
策机制、审核机制等；
⑥合同控制：单位是否
建立健全合同内部管理
制度。
⑦上述内部控制管理制
度是否执行到位有效。

管理效率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
规范性

反映部门对资产管理和利用方面的情况
。

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
是否定期对固定资产进
行清查，是否有因管理
不当发生严重资产损失
和丢失的情况；
②是否存在超标准配置
资产；



管理效率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
规范性

反映部门对资产管理和利用方面的情况
。

③资产使用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
出租、出借资产行为；
④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不按要求进行
报批或资产不公开处置

部门固定
资产利用
率

计算公式：

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
（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
产总额/部门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100%或资产
闲置率=（闲置资产总额
/部门所有固定资产总

基础管理

信息化建
设成效 反映为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作实施的

基础管理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为保障整
体工作和重点工作所采
取的基础管理工作，相
关情况应予以细化、量
化表述。

管理制度
建设成效

……

运行成本
成本控制
成效

在职人员
经费变动
率

反映部门对在职及离退休人员成本的控
制程度。

计算公式：

①在职人员经费变动率
=[（本年度在职人员经
费-上年度在职人员经
费） /上年度在职人员
经费]×100%。

离退休人
员经费变
动率

②离退休人员经费变动
率=[（本年度离退休人
员经费-上年度离退休人
员经费） /上年度离退
休人员经费]×100%。

人均公用
经费变动
率

反映部门对控制和压缩重点行政成本的
努力程度。

计算公式：

①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
=[（本年度人均公用经
费-上年度人均公用经
费） /上年度人均公用
经费]×100%。
人均公用经费：年度在
职人员公用经费实际支
出数/年度实际在职人数

“三公经
费”变动
率

②“三公经费”变动率
=[（本年度“三公经费
”总额-上年度“三公经
费”总额） /上年度“
三公经费”总

厉行节约
支出变动
率

③厉行节约变动率=[
（本年度厉行节约总额-
上年度厉行节约总额） 
/上年度厉行节约总



运行成本
成本控制
成效

总体成本
节约率

反映部门对控制和压缩重点行政成本的
努力程度。

成本节约率= 成本节约
额 / 总预算支出额
×100%。（成本节约额 
= 总预算支出额 - 实

服务满意

服务对象满意

群众满意
度 反映普通用户和对口部门对部门服务的

满意度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获得，用百分比
衡量。

对口部门
满意度

利益相关
方满意

企业满意度 反映相关企业、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对
部门行政审批、管理服务、参与公共服
务情况的满意度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获得，用百分比
衡量。

社会组织
满意度

监督部门
满意

外部监督
部门满意
度

反映外部监督部门对部门依法行政情况
的满意度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获得，用百分比
衡量。

可持续性

体制机制
改革情况

重要改革
事项1 反映本部门体制机制改革对部门可持续

发展的支撑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体
制机制改革情况。

重要改革
事项2

创新能力

重点创新
事项1 反映本部门创新事项对部门可持续发展

的支撑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创
新事项情况。

重点创新
事项2

人才支撑

高层次领
军人才数
量

反映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和人才比重情
况。

高级职称人才比重=高级
职称人才数量÷单位实
有人数×100%。

培训计划
执行率

高级职称
人才比重
硕士和博
士人才数
量备注： 本部门2020年未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工作。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党派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78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沈立承 联系人 章旭
联系电话 0371-6718312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组织单位会员参与党政及社会经济建设活动，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开展党派重点
课题调研，为执政党建言献策，提供决策咨询，并开展会员活动，加强自身组织建

设，提升五种能力

立项依据

　　　　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委委员、骨干会员进行参政议政、调研及活动

。通过调研完成市委重点调研课题、市政协全会提案和常委会发言材料、以及民建省
委组织安排的调研课题。

　　　　根据郑统[2013]31文件《关于增加我市各民主党派工作经费的请示》及批复

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

党政治协商制度，做为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必要的调研考察、组织座谈和交流活动，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为郑州经

济社会发展提出建议和议案，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按照会章程，行政会计制度，活动规则，及各级财政的规章制度和条例规范进行

项目实施计划 在2020年5月份至11月份开展考察调研活动及相应的宣传工作，2020年底完成。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党派工作经费 200000.00

备注 注：与年度工作经费合并使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完成调研，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或提案，提升自身组织建设和凝聚力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提出相应建议和提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
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考察调研的次数 ≥2次

质量 调研课题形成的报告或提案 1得到重视或采用

时效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调研课题形成的报告或提案
对社会产生的效益

1促进社会经济进步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门户网站上宣传 ≥2次

其它

预算单位（盖
章）：

主管部门（盖章）：



中国民主建国会郑州市委员会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专项培训费
单位编码 078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沈立承 联系人 章旭
联系电话 0371-6718312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针对会员及骨干会员进行政策、业务及参政议政能力进行培训

立项依据
　　　　郑统【2017】69号关于增加我市各民主党派工作经费的请示。程志明市长11

月8日批示。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委委员、骨干会员、新会员进行政策和专业知
识的培训和学习，积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助推我市社会经济界方面的发展，为加快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举办两期培训班，遵照国家相关培训制度，严格各项财务支出制度，规范使用。

项目实施计划 上半年6、7月份以前和下半年11月份以前，分别 举办两次培训班。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专项培训费 300000.00

备注 培训人数有可能减少或增多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培训效果起到应有的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年内举办两次培训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
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培训班的次数 =2次

质量 培训班的内容 1符合实际情况

时效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培训率 ≥8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加培训人员的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培训情况在门户网站上宣传 1次

其它

预算单位（盖
章）：

主管部门（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