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公开表1

2021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1年 项目 2021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 8,614.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04.66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外交支出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防支出

四、单位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2.24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77.11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8,614.01 本年支出合计 8,614.01



预算公开表2

2021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
资金

合计 8,614.01 8,614.01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04.66 7,904.66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事务

7,904.66 7,904.66

　　01 　　行政运行 3,436.16 3,436.1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468.50 4,468.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2.24 532.2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32.24 532.24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57.40 257.4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274.84 274.84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7.11 177.11

　07 　计划生育事务 8.28 8.28

　　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28 8.28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8.83 168.83

　　01 　　行政单位医疗 137.71 137.7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1.12 31.12



预算公开表3

2021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8,614.01 4,145.51 4,468.5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04.66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7,904.66

　　01 　　行政运行 3,436.16 3,436.1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468.50 4,468.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2.2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32.24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57.40 257.4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4.84 274.84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7.11

　07 　计划生育事务 8.28

　　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28 8.28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8.83

　　01 　　行政单位医疗 137.71 137.7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1.12 31.12



预算公开表4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一、一般公共预算 8,614.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04.66 7,904.66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政
府性基金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2.24 532.24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77.11 177.11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8,614.01 本年支出合计 8,614.01 8,614.01



预算公开表5

2021年一般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8,614.01 4,145.51 4,468.5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04.66 3,436.16 4,468.50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7,904.66 3,436.16 4,468.50

　　01 　　行政运行 3,436.16 3,436.1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468.50 4,468.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2.24 532.2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32.24 532.24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57.40 257.40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4.84 274.84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7.11 177.11

　07 　计划生育事务 8.28 8.28

　　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8.28 8.28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8.83 168.83

　　01 　　行政单位医疗 137.71 137.7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1.12 31.12



预算公开表6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合计 4,145.51

工资福利支出 2,704.10

　基本工资 1,031.22

　津贴补贴 695.07

　奖金 91.7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74.8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30.7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1.12

　住房公积金 300.16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49.28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77.13

　印刷费 145.00

　邮电费 52.00

　取暖费 29.27

　物业管理费 9.15

　差旅费 120.00

　因公出国（境）费用 23.00

　培训费 20.00

　公务接待费 5.00

　工会经费 34.34

　福利费 60.09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84.00

　其他交通费用 200.1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95.1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64.28

　离休费 123.74

　退休费 124.38

　生活补助 0.88

　医疗费补助 7.00

　奖励金 8.28



预算公开表7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公开表8

2021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预算公开表9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 23.00

公务接待费 5.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84.0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84.00

合计 212.00



预算公开表10

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21年预算数

合计 1,177.13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办公厅 1,177.13



山西省省级预算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单位运转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委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办公厅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限 1年

项目预算资金（万元） 2233.6

项目概况
维持省委机关正常运行的费用，主要包括水电气暖费、设施设备维护费、物业费、各类值班室值班费用和应急抢修
费等。

立项依据 省委工作需要。

项目设立必要性 本项目中的内容均是维持省委机关正常运转必须进行的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每个具体项目都明确了负责人和完成时限，逐项按计划推进。

项目实施计划 行政房建处专门负责本项目的计划、实施，年初有计划，每月有安排，每周有协调。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用水小于72727.27吨，用电小于10784313.73度，用气小于205128.21立方米，东楼车库及西楼物业管理面积29004.33平方米，大楼物业管理面积
32003.51平方米，东楼电梯维保不小于48台次，大楼空调主机维保及冷却塔清洗不小于2.5台次。以上项目2021年底全部完成，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
于95%。能够有效促进省委机关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用水量 <=72727.27吨

用电量 <=10784313.73度

用气量 <=205128.21立方米

供热面积  =64690.03平方米

东楼车库及西楼物业服务
面积

 =29004.33平方米

大楼物业服务面积  =32003.51平方米

东楼电梯维保次数 >=48台次

大楼空调主机维保及冷却
塔维护次数

>=2.50台次

质量指标

东楼电梯维保 合格

大楼直饮水机设备及维修
材料

合格

时效指标
大楼空调主机维保及冷却
塔清洗完成时间

10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东楼车库及西楼物业服务
成本

<=23.10元/平方米

大楼物业服务成本 <=22.81元/平方米

东楼电梯维保成本 <=7500元/次

大楼直饮水机设备及维修
成本

<=1500元/台

大楼空调主机维保及冷却
塔清洗成本

<=2.80万元/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省委各项工作的影响程
度

有效促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徐凌霄花 联系电话 4019191 填报日期：



山西省省级预算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省委督查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委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办公厅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期限 1年

项目预算资金（万元） 300

项目概况
省委督查委员会开展省级督查检查活动及其他督查活动所需租车费、差旅费补助，对兼职督查员每年开展集
中培训所需培训费。

立项依据 2020年2月，成立省委督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委办公厅，负责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保障省委督查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需将经费支出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省委督查委员会相关文件要求，按照工作计划开展督查。

项目实施计划
1.全年计划开展4次省级实地督查（1次为全省常态化督查，3次为专项督查）。
2.全年常规性督查次数控制在10次以内。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全年常态化督导1次，省级专项督查3次以内，常规性专项督查控制在10次以内，督查发现并推动解决问题60个，督查工作中基层部门和群
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项督查次数  =3次

全年常态化督查次数  =1次

常规性专项督查次数 <=10次

专项督查事前培训次数  =3次

质量指标

督查报告数量 >=10份

全年常态化督查报告数量 >=3份

专项督查报告数量 >=2份

常规性专项督查报告数量 >=3份

专项督查事前培训出勤率 >=95%

时效指标

全年常态化督查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专项督查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常规性专项督查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发现并解决问题个数 >=60个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基层部门和群众满意度 >=95%

参加培训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徐凌霄花 联系电话 4019191 填报日期：



山西省省级预算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省委警卫连营房维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委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办公厅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限 1年

项目预算资金（万元） 135.8

项目概况 卫生间维修；门套、窗套、窗帘更换；原不锈钢楼梯栏杆维护；房顶、墙面维修；电路检修；炊事操作器更新等。

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警察法》规定：第三十四条：执勤目标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
担负执勤任务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提供执勤设施、生活设施等必要的保障。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高标准完成中共山西省委执勤、应急保障任务，进一步提高省委武警执勤中队“四个秩序”正规化建设水平，特申
请对省委警卫中队进行生活设施维修改造。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先期成立省委警卫连项目施工改造领导小组，明确时间节点，定人员，定责任，定任务，做到分兵把口；施工改造期
间加强监督，加强请示报告，并对可能出现的影响安全的隐患及时彻查；竣工后加强对项目施工改造的效果进行评估
。

项目实施计划
主要分为三大内容：修缮建筑、修缮装饰、修缮安装。省委警卫连楼层共计3层，为在施工改造期间保证官兵的正常
生活作息，采取分楼层分步骤同步展开的方式，区分主次，明确时间节点，定人员，定责任，定任务，从而确保项目
实施按计划完成，达到预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按期完成省委警卫连营房执勤设施设备维修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LED平板陷入式灯数量  =138套

实木烤漆门数量  =46樘

专用腻子两道、乳胶漆打
底的面积

2780平方米墙面喷刷

质量指标

LED平板陷入式灯具的质
量

合格

实木烤漆门的质量 合格

墙面喷刷涂料的质量 合格

时效指标

灯具更换工期 10天内

门套改造工期 15天内

墙面翻新工期 15天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省委警卫连硬件设施 提升省委警卫连“四个秩序”正规化建设水平，硬件设施明显改善。

生活质量 满足官兵的日常生活需要。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领导干部满意率 >=95%

省委警卫连官兵满意率 >=96%

负责人 徐凌霄花 联系电话 0351-4019119 填报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