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93.8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1.96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3.8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2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其他支出 2.6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 55.18   

  

  

  

  

  

  

  

  

  

  

  

  

  

  



  

  

  

  

  

  

  

  

  

  

  

  

  

  

  

  

  

  

本年收入合计 349.04 本年支出合计 372.87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九、上年结转（结余） 23.84

收入总计 372.87 支出总计 372.87



部门收入总表

[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 ** 1 2 3 4 5

合计 372.87 23.84 293.86 293.86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1.96 21.21 275.57 275.57

　34 　统战事务 351.96 21.21 275.57 275.57

　　2013401 　　行政运行 160.62 160.62 160.62

　　2013499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191.34 21.21 114.95 114.9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29 18.29 18.29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29 18.29 18.2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支出

18.29 18.29 18.29

229 其他支出 2.63 2.63

　99 　其他支出 2.63 2.63

　　2299999 　　其他支出 2.63 2.63



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财政拨款

教育收费资
金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

余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

2 3 4 5 6 7 8 9

55.18

55.18

55.18

55.18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合计 372.87 178.91 193.97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1.96 160.62 191.34

　34 　统战事务 351.96 160.62 191.34

　　2013401 　　行政运行 160.62 160.62

　　2013499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191.34 191.3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29 18.29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29 18.2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29 18.29

229 其他支出 2.63 2.63

　99 　其他支出 2.63 2.63

　　2299999 　　其他支出 2.63 2.63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293.86 一、本年支出 293.86 293.86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93.8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5.57 275.57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29 18.2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上年结转 23.84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293.86 支出总计 293.86 293.86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 ** 1 2

合计 293.86 178.91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5.57 160.62

　34 　统战事务 275.57 160.62

　　2013401 　　行政运行 160.62 160.62

　　2013499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114.9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29 18.29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29 18.2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29 18.2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2022年预算数

项目支出

3

114.95

114.95

114.95

114.95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178.91 160.33 18.57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60.33 160.33

　30101 　基本工资 66.47 66.47

　30102 　津贴补贴 43.39 43.39

　30103 　奖金 5.54 5.54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8.29 18.2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01 8.01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98 2.98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94 1.94

　30113 　住房公积金 13.71 13.7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7 18.57

　30201 　办公费 5.67 5.67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2.90 12.90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 ** 1 2 3 4

合计 3.00 3.00

106001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3.00 3.00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

5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06001]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联系人 曾国华 联系电话 8282448

部门基本信息

部门所属领域 统一战线 直属单位包括 无

内设职能部门
办公室、研究室、干部科、非公经

济工作科、侨务民宗科
编制控制数 14

在职人员总数 14 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14

事业编制人数 编外人数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收入预算合计 372.87 其中：上级财政拨款

本级财政安排 317.69 其他资金 55.18

支出预算合计 372.87 其中：人员经费 160.33

公用经费 18.57 项目经费 193.97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会议次数（次） >=8次

调研督查次数（次） >=10次

举办培训次数（次） >=1次

开展活动次数（次） >=3次

质量指标
各项统战事务顺利进行 保障

圆满完成各项计划和活动 =100%

时效指标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时限 2022年

成本指标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372.87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实现非公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动全市统战工作再上新台阶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统战人士满意度 满意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满意度 满意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编码： 361000228888080000281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01-0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张全明 联系人： 市委统战部

联系电话： 13970419876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89.95 本年度预算金额： 89.95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中共抚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民编制规定（抚办字【2019】
34号）

实施可行性：

市委统战部现有人员14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工勤编制3人），根据三定方案要
求，承提全市统一战线各项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一直以来，全市的统
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继续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为
建设富裕、美丽、协调、和谐、幸福的现代化新抚州凝心聚力。

项目实施内容：

1、联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工作经费；2、党外干部考察培训经费；3、海
外统战工作（特许）经费；4、民族宗教工作经费；5、海外联谊经费；6、黄埔同
学会经费；7、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经费；8、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经费；9、
光彩事业促进会工作经费；10、政党协商工作经费；11、侨务工作经费；12、春节
走访慰问经费;13、其他统战工作经费



中长期目标：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统一战线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发挥统一战
线法宝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年度绩效目标：

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助推非公经济发展上拿出高质量的
调研意见，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促进问题有效解决和真正落实。加强“三
请三回（双返双创）”工作的持续推进，引导广大乡友、校友、战友回乡创业，支
持家乡发展。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年内筹备成立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注重建
设好、发挥好知联会的阵地作用。加强对宗教工作的引导，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
力、导之有效，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中共抚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民编制规定（抚办字【2019】
34号）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助推非公经济发展上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意见，为市委市政府提
供决策依据，促进问题有效解决和真正落实。加强“三请三回（双返双创）”工作的持续推进，引导广大乡友
、校友、战友回乡创业，支持家乡发展。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年内筹备成立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注重建
设好、发挥好知联会的阵地作用。加强对宗教工作的引导，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依法加强对
宗教事务的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增长

“三请三回（双返双创）”工作进展 持续推进

市统战工作顺利开展 加强



产出指标
质量

开展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有关活动 是

圆满完成各项计划和活动 =100%百分比

各项统战事务顺利进行 保障

时效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时限 2022.12.31

成本 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89.9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促进

可持续影响 推动全市统战工作再上新台阶 提升

满意度 满意度 群众对统战工作满意 满意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孝满才乡”评选表彰活动经费 项目编码： 361000228888020000289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01-0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黄秀兰 联系人： 市委统战部

联系电话： 13870452610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20 本年度预算金额： 20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统战工作需要

实施可行性：

“孝满才乡”评选活动自2017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统战部、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广新旅局承办，之后主要由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承办，成立了
专门的评选活动组委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正、副组长。每年举行评选表彰大会，播放
表彰人选事迹，并进行直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在表彰会议时做好各项
保障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1.宣传发动，2.推荐上报，3.评选公示，4、总结表彰，分市、县（区）、乡（镇、街道）三
级表彰

中长期目标：
通过举办活动，在全市形成孝老敬老的浓厚氛围，为建设富裕、美丽、协调、和谐、幸福的现
代化新抚州凝心聚力。

年度绩效目标：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市积极营造尊老孝亲的氛围，为抚州经济发展凝聚正能量。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关于举办“孝满才乡”评选活动的实施方案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市积极营造尊老孝亲的氛围，为抚州经济发展凝聚正能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举办会议场次 =1场次

会议参会人数 >=900人数

质量 会议表彰人数 >=40人数

时效 会议召开及时率 =100%百分比

成本 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2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形成“百善孝为先”的良好社会风尚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弘扬和凝聚正能量 提升

满意度 满意度 与会人员满意度 满意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春节走访慰问经费 项目编码： 361000228888030000971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01-0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张全明 联系人： 市委统战部

联系电话： 13970419876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5 本年度预算金额： 5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统战工作需要

实施可行性： 通过走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进一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项目实施内容： 走访慰问市各民主党派困难成员，部机关退休老干部，挂点帮扶村困难群众

中长期目标： 团结关心统战对象

年度绩效目标： 统战对象、侨眷侨属（从政府办并入）走访慰问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省、市有关文件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统战对象、侨眷侨属（从政府办并入）走访慰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春节走访慰问 >=1次

质量
圆满完成走访 =100%

保障各项统战事务顺利进行 =100%

时效 走访工作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31日

成本 各种慰问物品和经费 =5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推动全市统战工作再上新台阶 提升

满意度 满意度 群众对统战工作满意 满意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1年结转其他资金 项目编码： 361000228888030001215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01-0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黄秀兰 联系人： 谢凯华

联系电话： 13870452610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0.3 本年度预算金额： 0.3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市直机关工委党费转统战部七一走访慰问金

实施可行性： 市直机关工委党费转统战部七一走访慰问金

项目实施内容： 用于春节走访老党员

中长期目标： 走访老党员

年度绩效目标： 走访老党员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市直机关工委党费转统战部七一走访慰问金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走访老党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走访慰问人数（个） >=1

走访慰问次数 >=1

质量 走访慰问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时效 走访慰问工作完成时限 =2022年

成本 走访慰问经费 =3000元

满意度 满意度 走访慰问对象满意度（%） =10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其他资金 项目编码： 361000228888030001376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01-0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黄秀兰 联系人： 曾国华

联系电话： 13870452610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50 本年度预算金额： 50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往年其他资金

实施可行性： 往年其他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中长期目标：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年度绩效目标：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往年其他往来资金余额预估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其他统战事务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满意度 满意度 统战人士满意度（%） >=8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中国共产党抚州市委员会统战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其他资金项目 项目编码： 361000228888030001268

项目类别： 当年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开始日期： 2022-01-01 结束日期： 2022-12-31

项目负责人： 黄秀兰 联系人： 曾国华

联系电话： 13870452610 是否重点项目： 否

项目总金额： 4.88 本年度预算金额： 4.88

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实施可行性：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项目实施内容：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中长期目标：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年度绩效目标：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市民政局转统战部用于社区贫困群众结对帮扶解困经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特别扶助帮扶人数（人） >=1

贫困群众帮扶次数（次） >=1

质量 贫困群众帮扶标准符合率（%） =100

时效 贫困群众帮扶及时性 =2022年

成本 贫困群众帮扶经费 =4.88万

满意度 满意度 帮扶贫困群众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