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公开表1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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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3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78.32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78.32 教育支出 677.28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8.58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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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32 本年支出合计 878.32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878.32 支出总计 878.32



部门公开表2：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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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事业基
金弥补收
支差额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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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5 教育支出 677.28 677.28 677.28
　02 　普通教育 677.28 677.28 677.28
　　
2050203

　　初中教育 677.28 677.28 677.2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8.58 138.58 138.5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8.58 138.58 138.5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支出

138.58 138.58 138.5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6 62.46 62.46
　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6 62.46 62.4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46 62.46 62.46

合计 878.32 878.32 878.32



部门公开表3：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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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教育支出 677.28 677.28
　02 　普通教育 677.28 677.28
　　2050203 　　初中教育 677.28 677.2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8.58 138.5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

138.58 138.5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8.58 138.5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6 62.46
　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6 62.4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46 62.46

合计 878.32 878.32



部门公开表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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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32 一、本年支出 878.32 878.32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78.3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77.28 677.28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8.58 138.58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62.46 62.46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上年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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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32 支出总计 878.32 878.32



部门公开表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 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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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教育支出 677.28 677.28

　02 　普通教育 677.28 677.28

　　2050203 　　初中教育 677.28 677.2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8.58 138.5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8.58 138.5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8.58 138.5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6 62.46

　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6 62.4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46 62.46

合    计 878.32 878.32



部门公开表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 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合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工资福利支出 785.78 785.78

3010105 　教护百分之10工资 7.28 7.28

3010106 　岗位工资 217.06 217.06

3010107 　薪级工资 97.12 97.12

3010203 　新奖励性绩效工资 79.16 79.16

3010204 　新基础性绩效工资 119.70 119.70

3010205 　岗位津贴 0.19 0.19

3010206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37.44 37.44

30103 　奖金 26.79 26.79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

83.28 83.2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5.94 35.94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1.55 11.5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7.81 7.81

30113 　住房公积金 62.46 62.46

商品和服务支出 91.61 91.61

30201 　办公费 8.50 8.50

30205 　水费 1.28 1.28

30206 　电费 2.55 2.55

30211 　差旅费 1.25 1.25

30213 　维修（护）费 12.75 12.75

30216 　培训费 3.83 3.83

30217 　公务接待费 0.94 0.94

30218 　专用材料费 29.68 29.68

30226 　劳务费 4.25 4.25

30228 　工会经费 5.00 5.00



3022901 　高温津贴 7.84 7.84

3022902 　取暖补贴 2.62 2.62

3022903 　其他福利费 6.46 6.46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66 4.6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93 0.93

30305 　生活补助 0.93 0.93

合  计 878.32 786.71 91.61



部门公开表7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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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 0.00 0.94 0.00 0.00



部门公开表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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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款

项

……

合    计

 



部门公开表9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 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联系人 肖北京 联系电话 13576706046

部门基本信息

部门所属领域 教育 直属单位包括 无

内设职能部门
党工办、教导处、总务处、电教室、少先队团

委等部门
编制控制数 0

在职人员总数 98 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0

事业编制人数 64 编外人数 14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收入预算合计 1403.86 其中：上级财政拨款 1123.86

本级财政安排 其他资金 280

支出预算合计 1403.86 其中：人员经费 1012.2

公用经费 80.22 项目经费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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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财政供养人员数 98

质量指标  预算调整率 ≤31%

时效指标  全年预算执行进度 ≥96%

成本指标  编制内实有职工人均基本支出 降低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相关利益群体得益情况-收入增长、费用降低、财税贡

献、产值增长等
教育增加了个人生产能力和优良品质，培养劳动者的

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等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就业、稳定、安全、文

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
受教育认可的文化素质、劳动素质、社会意识、身体

素质的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水质、空气质量的改善

、能源的节约等
通过环境教育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和责任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履行部门职能工作影响期限 12个月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7%



部门公开表1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高龙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1513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实施单位 于都县高龙中小学

项目属性 课后延时服务 项目日期范围
2021年9月

2022年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5.81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双减工作的建立，加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生参与数（个） 900

质量指标 符合资助条件学生覆盖率 ＞95%

时效指标 津贴资金发放到位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津贴发放标准 （元/名学年） 6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参与课后服务教师津贴发放率 100%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就业、稳定、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影响

受教育认可的文化素质、劳动素质、
社会意识、身体素质的提高生态效益指标  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水质、空气质量的改善、能源的节约等 通过环境教育提高人们保护自然环境

的意识和责任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生平均成绩提升率 ＞9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