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府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依据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

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各

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和财政、民政、司法行政、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搞好征兵、预备

役工作和拥军优属等工作；负责本辖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组织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人才资源

开发、城乡居民和农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认真执行村镇建

设和管理规划，负责辖区内的环境卫生、环保环卫等工作，

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并做好防火、防灾、防汛、防震、救

灾、社会救济等工作以及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的日常管理工

作；保护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

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办理上级人

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 年是追赶超越、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全镇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按照“五个扎

实”总要求，紧扣县委“四五六”战略布局。 

一、转变干部作风，树立追赶超越的必胜信心 

开年伊始，镇党委就把作风建设作为全年的中心工作，

邀请县纪委委员、检察室主任和县党校教授就干部作风建

设、机关作风建设和基层工作作风建设进行专题辅导，明确

不足之处，理清努力方向，加大整改力度。同时，镇党委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了“强化干部作风、提升工作效能，发

扬五字要求、奋力追赶超越”的作风建设追赶超越实施方案，

并召开了有镇村组党员干部参加的“西固镇加强作风建设、奋

力追赶超越”动员大会，提出了加强作风观念严格自我约束、

加强纪律观念严格遵规守矩，加强廉洁观念倡导孝廉文化、

加强执纪问责提升工作效能的作风整治要求，明确了以开放

创新的思维、借鉴提高的心态对标杜康强党建、追赶林皋求

发展的追赶超越目标定位，使全镇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追有

先进、赶有目标。为我们打造五大产业园区、实现四镇建设

目标、矢志建成小康西固提供了坚强的作风保障，坚定了干

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二、落实三项机制，激发追赶超越的内生动力 

镇党委、政府能够按照县委组织部的安排部署，做好三

项机制的贯彻落实工作，以三项机制的落实激发全镇党员干

部善谋事、勇担当、敢干事、干实事、干成事的干事创业激

情。经镇党委专题会议研究，在年初三干会上，总结表彰了

2016 年度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向先进个人发放了奖金，



 

向先进村集体奖励垃圾转运车 8 辆，使干部内心产生共鸣、

激励机制激发动力。对在 2016 年工作不力、整改落实不到

位的 2 名村主要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和组织调整，使优胜劣

汰立杆见影、能上能下形成常态。对在脱贫攻坚中老好人思

想严重、急于求成做表面、工作方法不扎实的 3 名村组干部

进行了组织约谈，及时纠偏改错，使其提振精神、实干发展、

真心帮扶，使容错纠错恰如份，干事创业永不懈，使广大党

员干部坚定了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信心和激情。 

三、创新脱贫模式，丰富载体真帮实扶促脱贫 

今年来，我镇牢固树立“脱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的政

治意识和“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使命意识，认真落实中省

市县要求，全面落实“八个一批”脱贫措施，突出基础建设补

短板、突出培育产业强基础、突出就业创业促增收、突出易

地搬迁挪穷窝，不断促进贫困户增收，确保扶贫攻坚取得实

效，实现了龙山、甫下、故现、三村顺利脱贫的目标。  

四、优化发展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落地生根 

今年，我们紧扣十三五规划和县委四五六战略目标，以

转作风优环境、强服务促发展为抓手，以改善基础设施、提

升城镇品位、增强群众获得感为目标，全力抢抓机遇，多方

争项引资，落实镇村重点项目建设。截止目前，一是完成

G342 国道西固段的全线贯通工作；二是完成镇区排水管网

的改造铺设和镇区综合改造工程，镇区面貌大为改观；三是

贫困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全面推进，累计投资 1000 余万元；

四是建立了四河设施农业产业脱贫示范园区和圣鹏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新建千亩优质矮砧苹果示范园 2 个，建成龙山

千亩葡萄示范园区，400 兆瓦农光互补产业园区完成土地流

转，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明显，干群追赶超越持续给力。 

五、干群合力共建，实现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我们推行周检查、月通报、季点评、

半年和年终考核的工作任务落实机制，每季度在整体工作靠

前的村进行现场观摩、工作点评和经验交流，以先进带后进，

以示范促提升，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全面完成。 

六、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落实促进全面提升 

在县委、县政府季度工作观摩点评会后，我镇对县上的

反馈意见和整改要求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

议进行研判与分析，做到了正视问题与不足，建立了问题台

帐，制定了整改措施，落实了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扭问

短板不放松，强化督导抓落实，强力推动整改工作步步见效。 

总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镇党员干

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我镇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

了全年任务全面完成。但与组织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相比，

还存在着作风不够顽强、环境卫生经常反弹、脱贫攻坚力度

不大、现代农业建设滞后等现实问题，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思维、放大格局，夯实责任、聚力发展，

扭住短板、重点突破，为实现西固追赶超越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决算。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

府本级(机关) 
行政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79 人，其中行政编制

47 人、事业编制 32 人；实有人员 54 人，其中行政 22 人、

事业 32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二、2017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表(附表) 

1、2017 年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2、2017 年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3、2017 年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4、2017 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5、2017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

(按功能分类科目)。 

6、2017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

(按经济分类科目)。 

7、2017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

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8、2017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

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9、2017 年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10、2017 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表。 

11、2017 年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表。 

12、2017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三、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收入 1176.23 万元，较上年增长 0.69%，其主要

原因是人员增加，经费调整；支出 1263.91 万元，较上年增

长 51.26%，其主要原因是上年项目集中在 2017 年度完成，

大量项目资金在 2017 年度支出。 

1、收入总计 1176.23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176.23 万元，为县财政

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与上年对比的增加 8.07

万元，其主要原因是 人员经费增加。 

（2）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县财政当年未拨付任何

基金，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3)事业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

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4)经营收入 0 万元，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对

比无增减变化。 

(5)其他收入 0 万元，为预算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

以外的各项收入，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

位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能保证其支出的情况下，使



 

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与上

年相比无增减变化。 

(7)上年结转和结余 332.57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

结转到本年仍按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2、支出总计 1508.80 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 824.77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84.83 万元，比上年增加 65.89 万元，2017 年度增加了车

补和工资增加。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60.02 万元，比

上年增加 156.86 万元，由于年终结转，科目变动。商品和

服务支出 79.92 万元，比上年减少 4.57 万元，主要是根据八

项规定压缩开支。 

（2）项目支出 439.14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

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

司法所建设，文化广场的建设，劳动保障所建设，社区建设，

U 型渠建设，人居环境提升，扶贫支出，中文化、通道巷道

硬化，合疗退费，上年基本结转科目变动到项目结转。 

(3)经营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在活动及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与上年对比

无增减变化。 



 

(4)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用

非财政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与上年对比无增减

变化。 

(5)结余分配 0 万元。主要所属事业单位按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提取的事业基金，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6)年末结转和结余 244.89 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

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需延迟到

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1176.23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9%，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经费调整；支出 1263.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51.26%，其主要原因是上年项目集中在

2017 年度完成，大量项目资金在 2017 年度支出。其中：基

本支出 824.77 万元，较上年增长 35.97%，其主要原因是年

终结转，科目变动；项目支出 439.14 万元，较上年增长

91.76%，其主要原因是上年的基本结转科目变动到今年的项

目支出结转。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进行详细说明)。 

支出 1263.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51.26%，其主要原因

是上年项目集中在 2017 年度完成，大量项目资金在 2017



 

年度支出，上年的基本结转科目变动到今年的项目支出结

转。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6.46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43%，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经费调整,增加了公务员

车补和正常调资。 

（2）公共安全支出 5 万元，较上年增加 500%，其主要

原因是新增了司法所的建设。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9.17 万元，较上年增加

41.46%，其主要原因是文化广场的建设。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77.58 万元，较上年下降

15.85%，其主要原因是单位人员的退休和调离。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2.97 万元，较上年增

加 5.44%，其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 

（6）城乡社区支出 211.32 万元，主要原因是年终结转，

科目变动。 

（7）农林水支出 543.97 万元，较上年增加 30.44%，

其主要原因是新增的 U 型渠的建设。 

（8）住房保障支出 28.50 万元，较上年增加 98.74%，

其主要原因是缴费基数调整。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

经费和公用经费分别进行说明)。 



 

(1)人员经费 744.85 万元，较上年增长 42.66%，其主要

原因是上年的基本结转科目变动到今年的项目支出结转，其

次 2017 年度增加了车补和工资增加。其中： 

人员经费明细表                     

                                单位：万元 
  基本工资 150.18 

  津贴补贴 167.12 

  奖金 0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1.02 

  生活补助 311.52 

  住房公积金 28.50 

机关养老 56.52 

 

(2)公用经费 79.92 万元，较上年下降 5.4%，其主要原

因是根据八项规定压缩开支。其中： 

公用经费明细表 

                               单位：万元 
  办公费 36.00 

  印刷费 9.00 

  水费 1.50 

  电费 7.00 

  取暖费 0 

  差旅费 1.00 

  维修（护）费 3.20 

  租赁费 0.42 

  会议费 2.00 

  培训费 3.00 

  公务接待费 5.40 

  劳务费 1.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90 

  其他交通费用 2.5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情况 

本部门项目支出决算 439.14 万元，较上年增长 91.76%，

其主要原因是上年的基本结转科目变动到今年的项目支出

结转。 

2017年度实施项目             单位：万元 

白水县西固镇司法所建设 5.00 

白水县西固镇广场建设 10.00 

白水县西固镇劳动保障所建设 10.00 

白水县西固镇社区建设 23.00 

上年基本结转，转入当年项目 188.32 

白水县西固镇 U 型渠建设 10.00 

白水县西固镇人居环境提升 80.00 

白水县西固镇合疗退费 31.82 

白水县西固镇第一书记经费 16.00 

白水县西固镇巷道硬化工程 20.00 

白水县西固镇一般公共支出 45.00 

 

(四)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情

况 



 

 2017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12.30 万元，较上

年下降 1.6%，主要是根据八项规定压缩开支。其中，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 6.9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

接待费 5.4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 

2017年度我镇因公出国实际支出 0 万元，与上年对比无

增减变化。因公出境团组 0批，0 人次，与上年对比无增减

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7年购置车辆 0 台，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2017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6.90 万元，较去年同比

下降 1.43%。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的日常维护和加油。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公务接待费用支出 5.40 万元，较去年同比下降 1.82%，

累计接待 423 批次、2100 人次，主要用于镇机关接待上级

各项业务指导及检查。 

4、培训费支出情况  

培训费支出 3.00 万元，较去年同比无变化，其主要原因

是依据制度压缩培训开支。 

5、会议费支出情况 

会议费支出 2 万元，较去年同比无变化，其主要原因是

减少会议次数、压缩会议支出。 



 

四、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未开展专项业务费、部门整体支出、

专项支出绩效自评。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本级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79.92

万元，比上年减少 4.57 万元，下降 5.41%。主要用于保障

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减少

主要原因是根据八项规定压缩开支。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已公开空表。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

设备 0 台(套)。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

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 

六、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

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白水县西固镇人民政府 

2018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