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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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35,311 一、基本支出 25,618,011 

    1、财政拨款 253,335,311     1、工资福利支出 20,556,250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41,061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商品服务支出 3,7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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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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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17,3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253,335,311 本年支出合计 253,33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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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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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35,311 253,335,311 253,335,311 

0500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249,011,056 249,011,056 249,011,056 

201 03   01   行政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15,327,351 15,327,351 15,327,351 

201 03   03   机关服务（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27,717,300 227,717,300 227,717,3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82,000 182,000 182,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98,452 1,298,452 1,298,452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06,760 2,006,760 2,006,7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52,873 852,873 852,8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26,320 1,626,320 1,626,320 

050004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 4,324,255 4,324,255 4,324,255 

201 03   50   事业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3,116,014 3,116,014 3,116,01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7,709 157,709 157,709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72,386 472,386 472,38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93,042 193,042 193,0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85,104 385,104 385,104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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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35,311 25,618,011 20,556,250 1,341,061 3,720,700 227,717,300 227,717,300

0500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249,011,056 21,293,756 16,389,704 1,208,152 3,695,900 227,717,300 227,717,3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 15,327,351 15,327,351 11,903,751 3,423,600

201 03   03   机关服务（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 227,717,300 227,717,300 227,717,3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82,000 182,000 182,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98,452 1,298,452 1,208,152 90,3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06,760 2,006,760 2,006,7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52,873 852,873 852,8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26,320 1,626,320 1,626,320

050004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 4,324,255 4,324,255 4,166,546 132,909 24,800

201 03   50   事业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 ） 3,116,014 3,116,014 3,116,01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7,709 157,709 132,909 24,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72,386 472,386 472,38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93,042 193,042 193,0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85,104 385,104 385,104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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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35,311 一、基本支出 25,618,011 

    1、财政拨款 253,335,311     1、工资福利支出 20,556,250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41,061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商品服务支出 3,7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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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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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17,300 

本年收入合计 253,335,311 本年支出合计 253,335,31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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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35,311 25,618,011 20,556,250 1,341,061 3,720,700 227,717,300 227,717,300 

0500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249,011,056 21,293,756 16,389,704 1,208,152 3,695,900 227,717,300 227,717,300 

201 03   01   行政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15,327,351 15,327,351 11,903,751 3,423,600 

201 03   03   机关服务（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227,717,300 227,717,300 227,717,3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82,000 182,000 182,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298,452 1,298,452 1,208,152 90,3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06,760 2,006,760 2,006,7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852,873 852,873 852,87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626,320 1,626,320 1,626,320 

050004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 4,324,255 4,324,255 4,166,546 132,909 24,800 

201 03   50   事业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3,116,014 3,116,014 3,116,01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57,709 157,709 132,909 24,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72,386 472,386 472,38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93,042 193,042 193,04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85,104 385,104 385,104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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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35,311 25,618,011 20,556,250 1,341,061 3,720,700 227,717,300 227,717,3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5,578,800 5,578,800 5,578,8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239,580 1,239,580 1,239,580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6,244,680 6,244,680 6,244,680

301 02 津贴补贴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424,566 424,566 424,566

301 07 绩效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451,868 1,451,868 1,451,868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2,006,760 2,006,760 2,006,76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454,217 454,217 454,217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852,873 852,873 852,873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93,042 193,042 193,042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80,271 80,271 80,271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8,169 18,169 18,169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1 03 住房公积金_行政 1,626,320 1,626,320 1,626,32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385,104 385,104 385,104

302 01 办公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202,916 802,916 802,916 400,000 400,000

302 02 印刷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40,000 140,000 140,000

302 05 水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860,000 2,860,000 2,860,000

302 06 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7,750,000 17,750,000 17,750,000

302 07 邮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600,000 600,000 600,000

302 08 取暖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1,600,000 11,600,000 11,60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47,440,000 47,440,000 47,440,000

302 11 差旅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50,000 350,000 35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2 09 维修（护）费_行政 7,563,900 7,563,900 7,563,900

302 14 租赁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15,816,050 115,816,050 115,816,050

302 15 会议费 502 02 会议费_行政 45,000 45,000 45,000

302 16 培训费 502 03 培训费_行政 682,000 182,000 182,000 500,000 5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2 06 公务接待费_行政 22,400 22,400 22,400

302 26 劳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9,380,000 9,380,000 9,38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600,000 600,000 6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13,665 113,665 113,665

302 29 福利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64,019 64,019 64,019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_行政 80,000 80,000 8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169,550 1,125,600 1,125,600 43,950 43,950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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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行政 90,300 90,300 90,3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4,800 24,800 24,800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1,210,021 1,210,021 1,210,021

303 05 生活补助 509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519,040 131,040 131,040 388,000 388,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80,000 80,000 8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 07 大型修缮_行政 464,000 464,000 464,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12,511,400 12,511,400 12,511,400

31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400,000 400,000 400,000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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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8,011 25,618,011

301 01 基本工资 6,818,380 6,818,380

301 02 津贴补贴 6,669,246 6,669,246

301 07 绩效工资 1,451,868 1,451,868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460,977 2,460,977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045,915 1,045,915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98,440 98,44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011,424 2,011,424

302 01 办公费 802,916 802,916

302 02 印刷费 140,000 140,000

302 07 邮电费 600,000 600,000

302 11 差旅费 350,000 350,000

302 15 会议费 45,000 45,000

302 16 培训费 182,000 182,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2,400 22,400

302 28 工会经费 113,665 113,665

302 29 福利费 64,019 64,019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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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00 8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125,600 1,125,6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15,100 115,100

303 02 退休费 1,210,021 1,210,021

303 05 生活补助 131,040 131,04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80,000 80,000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102,4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2、公务接待费 22,400

3、公务用车费 80,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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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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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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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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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4,220,3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扫描仪 台 2 8,0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机 一体机 台 1 3,0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台 5 12,5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空气调节设备（包除湿设备） 1.5P 台 5 19,0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组 4 6,0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空气调节设备（包除湿设备） 2.0P 台 3 19,500

201 03 01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张 4 12,000

201 03 03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市直机关办公场区维修改造 电梯和起重机 部 8 7,050,000

201 03 03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市直机关办公场区维修改造 修缮、装饰工程 项 2 1,248,900

201 03 03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市直机关办公场区维修改造 炊事设备 批 2 5,261,400

201 03 03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市直机关后勤社会化服务费 其他服务 批 7 10,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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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办公用房租赁费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倪清华 联系人 曹晓燕
联系电话 67180126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516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516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846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846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局职能，负责市直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统管住房分配、调整及转为经营用房工
作；负责市直机关土地使用权和房改工作；负责市直机关租赁临时办公用房工作。

立项依据
根据我局职能，负责市直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统管住房的产权、产籍管理；负责办公
用房、统管住房分配、调整及转为经营用房工作；负责市直机关土地使用权和房改工作；负责市
直机关租赁临时办公用房工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新组建、临时成立、办公用房面积达不达标单位或原办公用房因拆迁或维修改造暂时无法办公
的单位租赁办公用房临时使用，保障正常运转。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市财政局、市事管局关于印发 《郑州市市直机关临时办公用房管理办法的通知》（郑财办行
[2014]9号）；市财政局 市事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郑州市市直机关租用临时办公用房管理的通
知》（郑财行[2016]9号）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租赁协议实施情况和年度工作进展要求安排实施。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办公房租赁费 1151600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为新组建、临时成立、办公用房面积达不达标单位或原办公用房因拆迁或维修改造暂时无法办公

的单位租赁办公用房临时使用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在外租赁办公用房新租赁单位协议签订、租赁协议的到期续签、租赁资金支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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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房保障单位数量 ≥60家

质量 办公房租赁面积达标率 =100%

时效 合同执行完率成 ≥98%

成本 办公房租赁价格达标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使用单位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责任制度明确性 是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购置及信息普查费用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倪清华 联系人 倪清华
联系电话 6718012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39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39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推进办公用房资源合理配置和节约集约使用，按照《关于做

好全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信息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国管办发〔2019〕22号）、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豫事文〔2019〕90号）和《郑州市市直机关办公用房普查清理工作实施方案》（郑办网〔2019〕76号）

有关要求，拟建设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办公用房进行普查，准确掌握

全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底数，合理利用现有办公用房资源，杜绝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发生。

立项依据

按照《关于做好全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信息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国管办发〔2019〕22号）、河南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豫事文〔2019〕90号）和《郑州市市直机关办公用房普查清理工作实施方案》（郑办网〔

2019〕76号）有关要求，拟建设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办公用房进行普

查，准确掌握全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底数，所发生的信息采集劳务费和软件购置费。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推进办公用房资源合理配置和节约集约使用，按照《关于做

好全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信息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国管办发〔2019〕22号）、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豫事文〔2019〕90号）和《郑州市市直机关办公用房普查清理工作实施方案》（郑办网〔2019〕76号）

有关要求，拟建设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办公用房进行普查，准确掌握

全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底数，合理利用现有办公用房资源，杜绝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发生。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关于做好全国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信息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国管办发〔2019〕22号）、河南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豫事文〔2019〕90号）、《郑州市市直机关办公用房普查清理工作实施方案》（郑办网〔2019

〕76号）、《郑州市实际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1）购置郑州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该软件集办公用房基础档案，位置分布，权属、配置、

使用、维修管理，统计分析，超标警示等功能为一体，实现上下一体、互联互通、动态管理的全区“一张

网”模式。

（2）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普查费用，预算金额99万元，包括普查费用、数据核对和上报费用 。

2020年2月至5月进行招投标、6月合同签订、需求调研及评审、7月开发实施、安装调试、9月培训、试运

行等，10月正式运行。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采集及系统购置 13900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规范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推进办公用房资源合理配置和节约集约使用，保障正常办公，降低行政

成本，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办公用房管理系统的购置和运行工作，摸清我市办公用房使用现状，完成系统建立和数据库建立，建

设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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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用房测量面积 ≥900000平方米

办公用房管理系统购置数量 =1套

质量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办公用房测算统计数据准确率 =100%

时效

设备采购及时性 及时

办公用房数据采集及时性 及时

软件维护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党政机关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办公用房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公共机构节能专项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献诠 联系人 杨献诠
联系电话 67177986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局职能，以《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32号《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河南省公共机构能

源审计管理实施细则》（豫发改环资〔2016〕1264号）为依据，认真履行推进、指导、协调、监督职能，积极推进我市公共机构

节能工作深入开展，提高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发挥公共机构在节能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参加上级部门

组织的节能培训、会议等工作经费、开展节能宣传活动、指导县市区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举办公共机构节能培训学习、开展

能源审计、更新节能设施设备等。

立项依据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32号《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河南省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实施细

则》（豫发改环资〔2016〕1264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推进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深入开展，提高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发挥公共机构在节能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建设节约型机

关。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七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1号《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32号《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河南省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实施细则》（豫发改环资〔2016

〕1264号）、《郑州市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流程 》（郑管文〔2014〕47号）

项目实施计划

（1）办公经费10万元，主要用于外出学习、调研、交流、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2）节能宣传费30万元。节能宣传月组织一场1200人广场活动，公共机构垃圾分类相关宣传。

（3）节能培训50万元：拟组织一次省外培训100人次费用约35万元；一次省内培训110人次费用约15万元。

（4）能源审计费用10万元：选取8家未审计过的能耗较高的单位进行能源审计 。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公共机构节能专项经费 10000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贯彻落实《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条例》，围绕节约型机关建设主线，持续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 ，加强节能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氛围。加快节能改造步伐，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推进试点项目开展，着力拓展新的节能管理模式，有效实施科

学降耗。 

年度绩效目标
一是加强节能监督指导，召开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会议，安排部署节能目标任务。二是强化节能宣传活动，提高公共机构人员

节能意识。三是组织节能培训教育，提高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 。四是加快重点工作推进，合同能源管理

工作及能源审计工作取得新突破，加快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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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审计工作单位个数 =6个

举办节能宣传月宣传活动 =1次

组织节能培训 =2次

发放节能宣传资料 ≥3000份

质量

时效 计划完成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人均能耗下降幅度 ≥9.5%

人均用水下降幅度 ≥12%

社会效益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8.5%

环境效益 公共机构办公区机关单位面积能耗 ≥8.5%

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监督考核机制完备性 是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市直机关办公场区维修改造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郭立民 联系人 宋红伟
联系电话 67170990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42643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42643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4885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4885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局职能，负责市直机关统管办公房和统管住房的大中型维修整修项目的实施，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明电〔2018〕180号）精神，突出做好环境“硬化、美化
”等工作。根据2020年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我们拟中原西路233号院广场地面维修、市直机关办公区电表分离、互助路73号院1、
2、3、7号楼公共部分维修等8个项目。

立项依据
依据我局职能，负责市直机关统管办公房和统管住房的大中型维修整修项目的实施，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明电〔2018〕180号）精神，突出做好环境“硬化、美化
”等工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市人大办公楼电梯自2002年启用至今已运行17年，现存在设备元件磨损老化、控制系统技术亟待更新，故障发生率高，轿

厢高度低等问题。为消除安全隐患，改善电梯乘坐环境，拟对人大办公楼现有电梯进行更新，共8台（品牌：奥的斯），其中客
梯6台，客梯兼消防梯2台。
  （2）市直机关电表分离项目。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我局有10个直管的住宅院区，居民用电设施设备和电表计量与机关
办公区长期混用，电费收缴存在差异。根据现行政策和用电设施设备情况，拟对混用电表进行分离。该造项目包括院落：二七路

政协院、百花路46号院、工人路52号院、桐柏路18号院、伊河路干休所、伊河路10号院、伊河路14号院、兴华街38号院、汝河路
6号院、棉纺路20号院等10个住宅院区，共有住宅楼70栋，建筑面积183060㎡，居民1714户，最大实际用电负荷为3082千瓦时。
2019年完成对二七路政协院、百花路46号院、工人路52号院的改造。2020年拟对伊河路干休所、伊河路10号院、伊河路14号院三
个院区进行改造。

（3）前厅售饭系统工程。有效管理就餐卡，改变原来就餐方式，科学管理，营养配餐，增加机关干部就餐获得感，采用人脸识
别结算、小份自取自助餐方式，有效的节省了就餐时间，提升了就餐环境。
（4）南北食堂后厨改造升级工程。提升环保意识，改善后厨加工制作环境，科学管理，营养配餐，提高工作效率。
（5）中原东路111号院西院北楼项目。由于办公用房紧张，拟将其调整为办公用房使用，但存在着楼内无卫生间，门窗老旧破

损，电路老化等问题，无法满足办公人员的基本办公需求，拟对办公楼进行简单装修，满足办公要求。
（6）淮河路67号院2号楼整修项目。淮河路67号院2号楼，原为文广新局老干部活动中心及食堂，由于办公用房紧张，拟将其调
整为办公用房使用。该楼宇目前存在着楼体墙体、门窗、水电管线老化，卫生间渗漏等问题，严重影响各单位人员的办公。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郑州市市直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项目实施计划

（1）人大楼更换8部电梯，2020年施工完成。
（2）市直机关电表分离项目。完成伊河路干休所等3个项目前期设计、规划和造价咨询等工作。
（3）前厅售饭系统工程，5月底前完成方案论证，8月底前完成招标，9月底前完成合同签订，11月底前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进入试运行。
（4）南北食堂后厨改造升级工程，5月底前完成方案论证，6月底前完成招标，7月底前完成合同签订，10月底完成设备安装工程
。
（5）中原东路111号院西院北楼项目，6月底前完成项目前期工程，签订合同进入施工阶段，8月底施工完成，10月底完成竣工验

收进入结算评审阶段。
（6）淮河路67号院2号楼整修项目，6月底前完成项目前期工程，签订合同进入施工阶段，8月底施工完成，10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进入结算评审阶段。。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市直机关办公场区维修改造 142643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设施设备和办公用房等的维修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办公环境，为广大干部职工提供安全舒适的办公场所。

年度绩效目标 顺利推进计划内项目实施，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办公环境，为广大干部职工提供安全舒适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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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一次验收合格率性 =100%

施工安全事故率 =0

工程变更签证规范性 规范

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性 及时

项目开工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办公环境改善程度 显著改善

满意度 使用单位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工程档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建筑维修养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项目管理单位与使用单位协同度 较好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完备性 达标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市直机关后勤社会化服务费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红伟 联系人 宋红伟
联系电话 67170990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583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583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448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448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局职能，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我局负责市直机关办公区的物业管理工作，目前负责的有市委南北院、纬五路34号院、河南
自贸区郑州片区、桐柏路18号院、市政协办公区（含文史馆）、郑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等16个办公区域，面积约379794平米，共计
90余家市直机关入驻办公。

立项依据
以《郑州市市直机关物业费管理办法》、《物业管理条例》、项目招标文件为依据，认真履行管理、协调、监督职能，积极推进
机关办公区物业服务社会，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物业保值增值。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根据我局工作职能，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做好市直机关办公区的物业管理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1号)、《物业管理条例》、
《郑州市市直机关物业费管理办法》（暂行）。

项目实施计划
1.组织招标，确定中标的物业服务公司；2.按照物业管理合同规定，定期对中标物业公司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监督管理；3.完善
市直机关物业管理办法、服务企业的准入标准和服务标准以及服务质量检查考核标准；4.做好市直机关食堂餐饮服务工作；5.做
好周转房管理工作。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市直机关后勤社会化服务费 558300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提升服务质量，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制度设计，为入驻单位提供满意的物业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保证办公单位正常办公，提供优质的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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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服务人员上岗培训率 =100%

档案归案率 =100%

安全系统运行正常率 ≥98%

服务情况季度评估 =1次

质量

物业服务投诉率 ≤3%

服务人员达标率 ≥100%

档案完整率 ≥100%

时效 维修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火灾发生率 ≤0.5%

环境效益
卫生达标率 =100%

绿地保存率 =100%

满意度 服务群众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和管理利用效果 好

建成转型物业管理服务模式 是

物业响应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统管办公区运转保障经费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郭立民 联系人 郭立民
联系电话 6718590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9185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9185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5215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5215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局机构编制方案，我局的主要职责为：负责市直机关国有资产、房地产、基建工程、公务用车、物业管理、市直机关精神文

明建设、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及其他社会事务协调 ，以及通讯技术、安全保卫、绿化美化、膳食服务、集中办公区会议室管理等服

务管理工作。

立项依据
市直机关后勤运行保障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办公区水 、电、暖气费用，中央空调、电梯、立体停车场、消防安防等大中型设施设备

维保费用，办公区小型维修工程等，为市直机关正常运转提供后勤保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市直机关后勤运行保障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办公区水 、电、暖气费用，中央空调、电梯、立体停车场、消防安防等大中型设施设备

维保费用，办公区小型维修工程等，为市直机关正常运转提供后勤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方队浪费条例》、《统管市直机关办公区和生活区通信管理的规定 》、《关于郑州

市市直机关办公用房修缮管理办法》、《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

管理局零星采购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合同管理办法 （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1.统管办公区水电和暖气费支付；2.统管办公区通信、安保、消防、设施设备维保和办公用房维修等后勤运行 ；3.租赁的作业用

车的租赁和日常运行费用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统管办公区运转保障经费 391850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确保办公区内各项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为广大市直机关单位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 。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办公区内各项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为广大市直机关单位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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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数量 维修维护建筑面积 =70000平方米

电梯检测数量 ≥39部

检定、校准仪器设备数 ≥890个

设备定期巡检次数 ≥2次

项目内容完成率 ≥95%

质量
设备故障率 ≤3%

消防检合格率测 =100%

供应水电正常日率 =100%

供应暖气正常日率 =100%

办公厂区运转情况 好

项目资料报送及时性 及时

时效 设备维护及时率 及时

效果目标

资金支付及时性 及时

设备正常运转率 ≥98%

经济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数 =0

运行事故发生率 =0%

环境效益 院区道路清洁状况 好

办公区垃圾清理及时性 及时

满意度 入驻单位对办公环境的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委托业务费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詹惠荣 联系人 席文娟
联系电话 67185910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局工作职能，负责市直机关办公区通讯技术、安全保卫、绿化美化、集中办公区会议室管理、办公用房及公共场区的管理

工作。委托业务费是不单独立项的中小型维修工程的设计 、专家评审、造价咨询、监理、预（结）算评审等费用。

立项依据 《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购买中介机构评审费用管理暂行办法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零星采购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委托业务费是用于支付中小型维修工程的设计费 、专家评审费、造价咨询费、监理费、预（结）算评审费等，为项目顺利推进提

供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政府投资项目购买中介机构评审费用管理暂行办法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零星采购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每个项目的推进程度，据实支付各项费用。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委托业务费 500000.00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为我局零星维修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年度绩效目标 为年度预算内项目的设计、监理、专家评审、预结算评审等提供资金支持，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提升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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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预结算评审完成率 =100%

委托业务资金保障率 ≥85%

时效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服务质量满意度 ≥9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业务费管理制度完备性 是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武警生活补助及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05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军伟 联系人 张林林
联系电话 6718579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88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88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88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88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按照武警部队“双重领导，双重保障”的要求和“谁用兵，谁保障”的原则，为满足部队执勤、战备、学习、生活的需要，特申

请该项资金。

立项依据
武警四中队维护市委市政府周边治安稳定 ，按照武警部队“双重领导，双重保障”的要求和“谁用兵，谁保障”的原则，为满足

部队执勤、战备、学习、生活的需要，特申请该项资金。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武警四中队维护市委市政府周边治安稳定 ，按照武警部队“双重领导，双重保障”的要求和“谁用兵，谁保障”的原则，为满足

部队执勤、战备、学习、生活的需要，特申请该项资金。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办法 （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1）生活补贴：32人×12月×200元=7.68万元

（2）用餐补助：32人×12月×450元=17.28万元

（3）“八一”、退伍等购纪念品：3万元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武警生活补助及专项经费 388000.00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各项执勤、战备、生活等物资发放及时，为武警四中队维护市委市政府周边治安稳定提供良好后勤保障

年度绩效目标 各项执勤、战备、生活等物资发放及时，为武警四中队维护市委市政府周边治安稳定提供良好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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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武警人数 =32

补助对象覆盖率 =100%

质量

武警补助对象覆盖率 =100%

各类补助足额发放率 =100%

武警补助项目明确性 是

时效 武警补助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武警干事满意度 ≥98%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协同度 较好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市级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部门名称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1：坚持服务全市中心工作为宗旨 ，聚焦服务政务 、管理事务基本职能 ，坚持问题、目标、效果导向，以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为

要求，实现服务周到 、管理有法、保障到位工作总目标 。目标2：以市青年人才公寓建设 、棉纺路20号院和土地储备中心办公楼整修改造 、人大楼电梯更新改造等工程为重点 ，实施一批机关建设

项目，改善办公生活环境 。目标3：以办公用房普查清理 ，公务用车平台搭建 ，“三新”产品应用，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和推进物业服务社会化为重点 ，深化职能，

管理全面提升机关后勤服务保障水平 。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资金（万元）

合计 其中：财政资金 备注

任务1

坚持服务全市中心工作为宗

旨，坚持问题、目标、效果导

向，以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要求，实现服务周到 、管

理有法、保障到位工作总目标

。

2189.73 2189.73 人员经费，含离退休经费

任务2

保障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

政务、管理事务职能履行 ，各

项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和年度重

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

372.07 372.07 运转经费

任务3

1.做好临时办公房租赁合同签

订及租金支付 ；2.建设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 ，并

对办公用房进行普查 ，摸清底

数，推进办公用房合理配置和

节约集约使用 ；3.积极开展公

共机构节能工作 ，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建设节约型机关 ；4.

按计划推荐办公场区维修改

造，做好环境“硬化、美化”

等工作；5.做好市直机关物业

管理工作，积极推进物业服务

社会化；6.做好统管办公区后

勤运转保障工作 ；7.加强项目

管理，委托第三方对项目预结

算等评审；8.做好武警四中队

执勤、战备、学习、生活等保

障工作.

22771.73 22771.73 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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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情况

目标依据充分性 充分

部门设立的工作目标的依

据是否充分；内容是否合

法、合规。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机构编制方案 》

（郑政办〔2002〕50号）、《关于市市直机关事

务管理局内设机构调整的批复 》〔2011〕

142号）、《关于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增

设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处的批复 》〔2012〕84

号）

工作目标合理性 合理

部门设立的工作目标是否

明确、具体、清晰和可衡

量。

《机关事务工作条例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条例》、《河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

》、《河南省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实施细则 》

、《郑州市市直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等

目标管理有效性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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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工作目标有效落地 ，制定完善局相关管理

制度、考核办法等。

履

职

效

能

整体工作完成

总体工作完成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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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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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要点工作总数

量。

重点工作履行

重点工作1：办公房租赁费项

目计划完成率
≥95%

反映本部门负责的重点工

作进展情况。

1.办公用房合同签订工作 100%、合同执行率≥

98%、预算完成率≥95%；                                                   

2.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完成率 =100%，预算执行率

=100%；                                                                     

3.建成办公用房管理系统 1套、信息普查计划完

成率=100%、预算执行率≥95%；                                    

4.市直机关办公场区改造项目开工 、完工及时率

≥95%、安全事故率 =0次、验收一次性合格率

=100%、统管办公区运转保障经费 ；                                        

5.市直机关后勤社会化服务顺利实施 ，完成项目

招标和合同签订工作 ，完善服务制定考核评价体

系，预算执行率≥95%；                                                           

6.统管办公区运转保障经费按时据实支付 ，保障

机关正常运转 ，统管办公区运转保障经费等 ；                   

7.保障各项目预结算评审 、监理和造价咨询费支

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                                                   

8.做好武警中队执勤 、训练、工作、生活等保障

工作，确保补助覆盖面 、支付及时性、预算执行

重点工作2：公共机构节能工

作经费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重点工作3：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管理系统建设及信息普查计

划完成率

≥95%

重点工作4：市直机关办公场
区维修改造计划完成率

≥90%

重点工作5：市直机关后勤社

会化服务计划完成率
≥90%

重点工作6：统管办公区运转

保障经费项目计划完成率
≥90%

重点工作7：委托业务费项目
计划完成率

≥90%

重点工作8：武警生活补助及

专项经费计划完成率
100%

部门目标实现

坚持服务全市中心工作为宗

旨，聚焦服务政务 、管理事务

基本职能，坚持问题、目标、

效果导向，以机关事务工作高

质量发展为要求 ，实现服务周

到、管理有法、保障到位工作

总目标实现率

100%

反映本部门制定的年度工

作目标达成情况 。

1.为广大市直机关提供优质的后勤保障服务 ，工

作总目标实现率达到 100%；                                             

2.棉纺路20号院、土地储备中心办公楼整修改造

、人大楼电梯更新改造等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 ，

工程进度、资金支付进度完成年初计划 ；                                 

3.办公用房普查清理工作完成率 100%；公共机构

节能工作计划完成率 、资金支付率达到 100%；完

成公务用车平台搭建 ，推进公务用车管理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完成物业服务社会化工作 ，实现

物业、安保和膳食服务社会化 。           

以市青年人才公寓建设 、棉纺

路20号院和土地储备中心办公

楼整修改造、人大楼电梯更新

改造等工程为重点 ，实施一批

机关建设项目 ，改善办公生活

环境目标实现率

≥95%

以办公用房普查清理 ，公务用

车平台搭建，“三新”产品应

用，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和物

业服务社会化为重点 ，深化职

能，管理全面提升机关后勤服

务保障水平目标实现率

≥95%

管

理

效

率

预算管理

预算编制完整性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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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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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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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预算执行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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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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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

结转结余变动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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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转结余资金总额 ]×100%。

管

理

效

率

预算管理

部门决算编报质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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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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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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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收支管理

收入管理规范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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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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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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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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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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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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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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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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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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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等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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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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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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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

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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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

×100%

基础管理
信息化建设成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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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运

行

成

本

成本控制成效

在职人员经费变动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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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人员经费变动率 ≤3%

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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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经费”变动率 ≤20%
厉行节约支出变动率 ≥3%

总体成本节约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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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际

支出额 ）

服

务

满

意

服务对象满意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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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利益相关方满意
企业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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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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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监督部门满意 外部监督部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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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社

会化改革
完成

反映本部门体制机制改革

对部门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情况

积极推进市行政中心南北院后勤改革 ，实现物业

、安保和食堂服务社会化 ，促进后勤服务规范化

、专业化、精细化水平提高 ，统管办公区入驻单

位满意率稳步提升 。

重要改革事项 2 无

创新能力

重点创新事项 1：标准化体系

建设
完成 反映本部门创新事项对部

门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情况

围绕机关事务工作实际 ，以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为重点，在标准体系编制 、长效贯彻落实上深入

探索，梳理制定工作标准和标准类规范性文件 。重点创新事项 2： 无

人才支撑

高层次领军人才数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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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高级职称人才比重 ≥1%

硕士和博士人才数量 ≥1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