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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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0.9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55.76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080.9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8.0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266.57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38.26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三、事业收入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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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七、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7,280.95 本年支出合计 8,728.68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50.00 结转下年 0.00

八、上年结转（结余） 1,297.73

收入总计 8,728.68 支出总计 8,7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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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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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

** ** 1 2 3 4 5

合计 8,728.68 1,297.73 7,080.95 7,080.95 100.00 100.00 15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55.76 1,225.66 6,480.10 6,480.10 100.00 100.00 150.00

　02 　政协事务 8,055.76 1,225.66 6,480.10 6,480.10 100.00 100.00 150.00

　　2010201 　　行政运行 4,730.65 766.34 3,964.31 3,964.31

　　201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27.62 83.02 844.60 844.60

　　2010204 　　政协会议 595.43 35.43 560.00 560.00

　　2010205 　　委员视察 964.90 264.90 700.00 700.00

　　2010206 　　参政议政 311.17 75.97 235.20 235.20

　　2010250 　　事业运行 375.99 175.99 175.99 100.00 100.00

　　2010299 　　其他政协事务支出 150.00 15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8.09 69.70 298.39 298.39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68.09 69.70 298.39 298.3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368.09 69.70 298.39 298.3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6.57 2.37 264.20 264.2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66.57 2.37 264.20 264.2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52.72 2.37 250.35 250.35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3.85 13.85 13.8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8.26 38.26 38.26

　02 　住房改革支出 38.26 38.26 38.26

　　2210203 　　购房补贴 38.26 38.26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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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合计 8,728.68 5,729.55 2,999.12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055.76 5,056.64 2,999.12

　02 　政协事务 8,055.76 5,056.64 2,999.12

　　2010201 　　行政运行 4,730.65 4,730.65

　　201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27.62 927.62

　　2010204 　　政协会议 595.43 595.43

　　2010205 　　委员视察 964.90 964.90

　　2010206 　　参政议政 311.17 311.17

　　2010250 　　事业运行 375.99 325.99 50.00

　　2010299 　　其他政协事务支出 150.00 15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8.09 368.09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68.09 368.0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68.09 368.0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6.57 266.57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66.57 266.57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52.72 252.7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3.85 13.8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8.26 38.26

　02 　住房改革支出 38.26 38.26

　　2210203 　　购房补贴 38.26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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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7,080.95 一、本年支出 7,080.95 7,080.95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080.9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80.10 6,480.1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8.39 298.3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264.20 264.20   

住房保障支出 38.26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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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0.95 支出总计 7,080.95 7,0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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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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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7,080.95 4,741.15 2,339.8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80.10 4,140.30 2,339.80

　02 　政协事务 6,480.10 4,140.30 2,339.80

　　2010201 　　行政运行 3,964.31 3,964.31

　　20102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44.60 8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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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50 　　事业运行 175.99 175.9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8.39 298.39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98.39 298.3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98.39 298.3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4.20 264.2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64.20 264.2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50.35 250.35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3.85 13.8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8.26 38.26

　02 　住房改革支出 38.26 38.26

　　2210203 　　购房补贴 38.26 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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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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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1.15 3,834.17 906.9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744.55 3,744.55

　30101 　基本工资 700.34 700.34

　3010201 　行政单位统一津补贴 410.36 410.36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38.26 38.26

　30103 　奖金 1,409.17 1,409.17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41.16 41.1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98.39 298.3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64.20 264.20

　3011204 　其他保险 6.02 6.02

　30113 　住房公积金 143.86 143.86

　3019903 　聘用人员工资 20.00 20.00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12.79 412.79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06.98 906.98

　30201 　办公费 109.53 109.53

　30202 　印刷费 42.38 42.38

　30204 　手续费 10.00 10.00

　30205 　水费 5.00 5.00

　30206 　电费 55.00 55.00

　30207 　邮电费 55.00 55.00

　30208 　取暖费 17.77 17.77

　30209 　物业管理费 38.35 38.35

　30211 　差旅费 103.47 103.47

　3021201 　一般公务出国（境）费 52.48 52.48

　30213 　维修（护）费 20.00 20.00

　30215 　会议费 38.40 38.40

　30216 　培训费 24.40 24.40

　30217 　公务接待费 4.00 4.00

　30226 　劳务费 35.00 35.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7.52 7.52

　30228 　工会经费 21.10 21.10

　30229 　福利费 26.38 26.38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4.80 64.8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58.52 158.52

　3029902 　离退休人员公用支出 2.76 2.76

　302990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5.12 15.1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9.62 89.62

　30301 　离休费 35.02 35.02

　30305 　生活补助 54.60 54.60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三公”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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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编码 部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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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28 83.48 83.48 99.00 64.80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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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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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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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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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政协办公厅
联系人 肖圣飞 联系电话 88913562、13755608805

部门基本信息
部门所属领域 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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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在职人员总数 131 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112
事业编制人数 19 编外人数 3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收入预算合计 8728.68 其中：上级财政拨款
本级财政安排 8728.68 其他资金
支出预算合计 8728.68 其中：人员经费 4822.57

公用经费 906.98 项目经费 2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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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接待批次 >=10批次
参加全会人数（人） >=800人
组织委员培训及调研 >=2次
培训人数（人次） >=100人次
界别活动次数（次） >=29次

开展港澳台侨相关活动次数 >=2次
专委会调研总次数（次） >=9次
举办常委会次数（次） >=4次

质量指标

专门委员会调研工作保障率 =100%
港澳台侨活动保障率 =100%
29个界别覆盖率 =100%
调研质量达标率 >=90%
培训合格率 =100%

会议支出标准执行率 =100%
公务接待标准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专门委员会调研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省政协信息化管理平台项目完成 =100%
省政协常委会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界别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港澳台侨活动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日常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省政协委员活动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省政协信息化管理平台项目经费 <=604.6万元
省政协委员活动经费 <=311.17万元
港澳台侨活动经费 <=65万元

界别工作经费 <=148.37万元
专门委员会调研经费 <=751.54万元

省政协常委会会议经费 <=40万元
省政协全会经费 <=555.43万元

接待经费 <=164.88万元
省政协办公厅运行经费 <=158.14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我推进省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
力量

逐步推进

以制度建设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
效

逐步推动

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
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进一步提高凝聚力

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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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委员满意率 >=95%



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省政协全会经费

主管部门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

办公厅
实施单位

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办公厅本
级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2-01-01

2022-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55.43

其中：财政拨款 555.43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为组织好全体会议，秘书处设若干工作机构，分工负责大会的各项筹备组织服务工作，尽最
大努力为委员运用会议这一重要方式履职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

参加全会人数（委员及列席人员等） >=800人

组织预备会议 >=1次

组织主席团会议 >=1次

组织全体会议 >=次

组织小组讨论 >=次

质量 会议支出标准执行率 =100%

时效 省政协全会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省政协全会经费 <=555.43万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
益

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
同心圆

进一步提高

可持续
影响

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持续提高

满意度 满意度 委员满意率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