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部门预算表

部门名称：

编制日期：

编制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章： 财务负责人签章： 制表人签章：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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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4.9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99.34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454.9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60

    专项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178.7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36.00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6,454.90 本年支出合计 6,912.64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457.74

收入总计 6,912.64 支出总计 6,912.64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专项收入
预算内投
资收入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6,912.64 457.74 6,454.90 6,454.9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99.34 457.74 6,041.60 6,041.60

　02 　政协事务 6,499.34 457.74 6,041.60 6,041.60

　　2010201 　　行政运行 4,306.40 4,306.40 4,306.40

　　201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81.14 41.14 240.00 240.00

　　2010204 　　政协会议 713.28 153.28 560.00 560.00

　　2010205 　　委员视察 919.76 219.76 700.00 700.00

　　2010206 　　参政议政 278.76 43.56 235.20 235.2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60 198.60 198.6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60 198.60 198.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支出

198.60 198.60 198.6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8.70 178.70 178.7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8.70 178.70 178.7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78.70 178.70 178.7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6.00 36.00 36.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36.00 36.00 36.00

　　2210203 　　购房补贴 36.00 36.00 36.00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专项收入
预算内投
资收入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合计 6,912.64 4,719.70 2,192.94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99.34 4,306.40 2,192.94

　02 　政协事务 6,499.34 4,306.40 2,192.94

　　2010201 　　行政运行 4,306.40 4,306.40

　　201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81.14 281.14

　　2010204 　　政协会议 713.28 713.28

　　2010205 　　委员视察 919.76 919.76

　　2010206 　　参政议政 278.76 278.7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60 198.6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60 198.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8.60 198.6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8.70 178.7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8.70 178.7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78.70 178.7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6.00 36.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36.00 36.00

　　2210203 　　购房补贴 36.00 36.00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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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6,454.90 一、本年支出 6,454.90 6,454.9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454.9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041.60 6,041.60  

  专项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60 198.6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178.70 178.70  

  预算内投资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36.00 36.00  

二、上年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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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4.90 支出总计 6,454.90 6,454.9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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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6,454.90 4,719.70 1,735.2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041.60 4,306.40 1,735.20

　02 　政协事务 6,041.60 4,306.40 1,735.20

　　2010201 　　行政运行 4,306.40 4,306.40

　　201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40.00 240.00

　　2010204 　　政协会议 560.00 560.00

　　2010205 　　委员视察 700.00 700.00

　　2010206 　　参政议政 235.20 235.2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60 198.6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8.60 198.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8.60 198.6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8.70 178.7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8.70 178.7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178.70 178.7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6.00 36.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36.00 36.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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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3 　　购房补贴 36.00 36.0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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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70 3,991.20 728.5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892.44 3,892.44

　30101 　基本工资 720.96 720.96

　3010201 　行政单位统一津补贴 450.12 450.12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57.96 57.96

　30103 　奖金 1,811.72 1,811.7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98.60 198.6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78.70 178.70

　3011204 　其他保险 6.20 6.20

　30113 　住房公积金 276.37 276.37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91.81 191.8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28.50 728.50

　30201 　办公费 87.62 87.62

　30202 　印刷费 22.38 22.38

　30204 　手续费 10.00 10.00

　30205 　水费 4.00 4.0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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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6 　电费 56.00 56.00

　30207 　邮电费 55.00 55.00

　30208 　取暖费 17.77 17.77

　30209 　物业管理费 35.60 35.60

　30211 　差旅费 81.47 81.47

　3021201 　一般公务出国（境）费 60.00 60.00

　30213 　维修（护）费 20.00 20.00

　30215 　会议费 10.00 10.00

　30216 　培训费 24.40 24.40

　30226 　劳务费 35.00 35.00

　30228 　工会经费 23.65 23.65

　30229 　福利费 29.56 29.56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4.80 64.8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88.35 88.35

　3029902 　离退休人员公用支出 2.90 2.9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8.76 98.7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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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1 　离休费 50.76 50.76

　30305 　生活补助 42.00 42.00

　30309 　奖励金 6.00 6.00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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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用车购置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104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243.28 91.00 91.00 87.48 64.8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04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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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联系人 陈雯 联系电话 88913562

部门基本信息

部门所属领域 直属单位包括 江西政协报社

内设职能部门 提案委等9个专委会 编制控制数 141

在职人员总数 134 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118

事业编制人数 16 编外人数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收入预算合计 6912.64 其中：上级财政拨款

本级财政安排 6912.64 其他资金

支出预算合计 6912.64 其中：人员经费 3991.2

公用经费 728.5 项目经费 21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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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办公办公厅日常运行工作完
成率

=100%

全年接待批次 >=60批次

参加全会人数 >=800人

举办常委会次数 >=4次

专委会调研总次数 >=150次

培训人数 >=1000人次

界别活动次数 245次

联系港澳台侨委员及海外特邀代表
人数

<=60人

组织委员培训 <=620人次

组织委员调研 >=60次

订阅《人民政协报》《中国政协》
《江西政协报》

=750份

质量指标

省政协办公办公厅日常运行工作达
标率

=100%

公务接待标准执行率 =100%

会议支出标准执行率 =100%

培训合格率（%） =100%

调研质量达标率 >=90%

29个界别覆盖率 =100%

港澳台侨各项工作完成率 =100%

订阅报刊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省政协办公厅运行经费 =100万元

省政协办公大院运行经费 =50万元

接待经费 =90万元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全会经费 =520万元

省政协常委会会议经费 =40万元

专门委员会调研经费 =540万元

界别工作经费 =120万元

港澳台侨活动经费 =40万元

省政协委员活动经费 =235.2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协接待任务完成率 =100%

会议保障率 =100%

专委会调研工作保障率 =100%

界别工作保障率 =100%

港澳台侨活动保障率 =100%

省政协委员活动保障率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打造文明、务实、高效的政协机关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88913562

部门基本信息

江西政协报社

141

118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3991.2

2192.94

年度绩效指标

目标值

=100%

>=60批次

>=800人

>=4次

>=150次

>=1000人次

245次

<=60人

<=620人次

>=60次

=750份

=100%

=100%

=100%

=100%

>=90%

=100%

=100%

=100%

=1年

=100万元

=50万元

=90万元

=520万元

=40万元

=540万元

=120万元

=40万元

=235.2万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政协综合事务管理

主管部门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实施单位 办公厅行政接待处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1.14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省政协机关接待保障工作正常进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接待批次 >=60批次
质量指标 公务接待标准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接待经费 =131.14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协委员及人民群

众满意可持续影响指
标

政协接待任务完成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政协会议

主管部门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实施单位 办公厅会议处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13.28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省政协全会及常委会顺利召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全会人数 >=800人
举办常委会次数 >=4次

质量指标 会议支出标准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全会经费 =662.93万元

省政协常委会会议经费 =50.3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言资政渠道畅通 政协委员及人民群

众满意可持续影响指
标

会议保障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委员视察

主管部门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实施单位 委员联络处及9个专
委会办公室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19.76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有效保障省政协全体会议、委员履职、协商民主的顺利进行，为政协“政治协商、参政
议政、民主监督”三大职能的履行提供有力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委会调研总次数 >=150次
培训人数 >=1000次

界别活动次数 >=245次
联系港澳台侨委员及海外特邀代表人

数
<=60人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100%
调研质量达标率 >=90%
29个界别覆盖率 =100%

港澳台侨各项工作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专门委员会调研经费 =668.82万元

界别工作经费 =174.86万元
港澳台侨活动经费 =76.0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界别工作保障率 =100%
港澳台侨活动保障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专委会调研工作保障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政协参政议政

主管部门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实施单位 办公厅委员联络处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78.76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省政协机关要不定期主动走访委员，密切与委员联系，听取委员意见、建议、和呼声。
完善激励机制，使委员写出好的提案、优秀调研（视察）报告、优秀的社情民意和优秀

的建议，激励委员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更好地老百姓服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委员培训 <=620人次
组织委员调研 >=60次

订阅《人民政协报》《中国政协》《
江西政协报》

=750份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100%

调研工作达标率 >=90%
订阅报刊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省政协委员活动经费 =278.76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言资政渠道畅通 政协委员及人民群

众满意可持续影响指
标

省政协委员活动保障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政协自身建设

主管部门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实施单位 行政接待处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省政协机关安全、有序、正常运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政协办公办公厅日常运行工作完成
率

=100%
质量指标 省政协办公大楼运行安全率 =100%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省政协办公厅运行经费 =100万元

省政协办公大院运行经费 =5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政协办公大楼运行保障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打造文明、务实、高效的政协机关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率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