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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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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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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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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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收入合计 100.32 本年支出合计 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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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 100.32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84 88.84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事务

88.84 88.84

　　03 　　机关服务 57.44 57.44

　　99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
关机构事务支出

31.40 31.4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14 7.1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14 7.14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46 0.46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6.68 6.6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34 4.34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34 4.34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1 3.5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83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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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 68.92 31.4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84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88.84

　　03 　　机关服务 57.44 57.44

　　99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31.40 31.4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1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14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46 0.46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8 6.6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34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34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1 3.5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83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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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84 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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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7.14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4.3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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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 本年支出合计 100.32 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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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 68.92 31.4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84 57.44 31.40

　31 　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88.84 57.44 31.40

　　03 　　机关服务 57.44 57.44

　　99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31.40 31.4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14 7.14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14 7.14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46 0.46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8 6.6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34 4.34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34 4.34

　　02 　　事业单位医疗 3.51 3.51

　　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0.83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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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2

工资福利支出 62.34

　基本工资 25.66

　津贴补贴 3.19

　奖金 0.18

　绩效工资 15.7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6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5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0.83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37

　住房公积金 6.18

商品和服务支出 6.19

　办公费 1.00

　工会经费 0.84

　福利费 1.4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8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39

　生活补助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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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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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11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残疾军人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委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卫生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万元） 2.2

项目概况 用于刘俊杰（伤残军人）医疗补助。

立项依据 《山西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伤残军人医疗权益。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省委办公厅和本人申请，按照工作计划开展医疗保障服务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当事人身体健康情况给予补助。

实施期目标

年
度
目
标

伤残军人医疗补助对象1人，质量落实率达到100%，补助发放及时率达到100%，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100%，医疗补助对象满意度到达100%。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助人数（人） 1人 数量指标 补助人数（人） =1人

质量指标 质量落实率（%） 100% 质量指标 质量落实率（%）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满意度（%） 100%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满意度（%） =10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医疗补助对象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医疗补助对象满意度（%）=100%

负责人： 刘双英 经办人： 郭  帅 联系电话： 0351-4019213 填报日期：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山西省委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卫生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万元） 29.74

项目概况 为省委机关干部职工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立项依据 单位成立于1999年，为省委机关干部职工提供医疗保障服务，根据单位工作职能申请此项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一、满足省委机关办公区卫生防疫工作需要。 二、提升对省委机关干部职工医疗保障工作能力。 三
、普及省委机关干部职工医疗健康常识的需求。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省委办公厅要求，按照工作计划开展医疗保障服务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日常医疗和保健服务，医疗器械维护、干部职工健康档案管理、健康知识宣讲等。

实施期目标

年
度
目
标

为省委机关干部职工提供医疗服务大于6000人次，医疗门诊诊断准确率达95%，全年医疗服务率100%，服务对象满意率大于等于95%。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为省委机关干部职工提供医疗服务次数5000人次 数量指标
为省委机关干部
职工提供医疗服
务次数

6000人次

质量指标 门诊医疗诊断准确率 95% 质量指标 门诊医疗诊断准确率 >=95%

时效指标 全年医疗服务率% 100% 时效指标 全年医疗服务率% =100%

效
益
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亚健康人数占比率 3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亚健康人数占比率 >35%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刘双英 经办人： 郭  帅 联系电话： 0351-4019213 填报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