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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罗坳镇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严格抓好基

层党组织建设各项制度，统筹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推进全 面从严治

党，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要求， 全面加强农

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健全完善党建引领基层 体系，强化基层

治理平台建设，进一步增强党在农村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 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加快现 代农业

强镇步伐；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深化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树立

健康文明新风尚；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农村 社会治理水平；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三）加强公共管理。实施综合管理，落实辖区内集镇管 理、

人口管理、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综合执法、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

保护等工作，承担组织领导、推进实施、综合协调等 职责。

（四）加强公共安全。负责辖区公共安全及安全生产监管， 构

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建立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处理预案， 做好安

全生产、防汛、防火、减灾救灾、防疫、气象灾害防御、 食品药品

安全等应急管理工作。承担辖区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

全面加强“全要素网格”建设，落实社会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机制，



综合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 的作用，及时化解辖区社

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

（五）加强政务服务。组织实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行

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移民、扶

贫、民政、教育、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自 然资源、统计、

水利等方面相关政策。加强镇综合便民服务平 台标准化建设，推进

集中审批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六）领导基层自治。领导村（居）民委员会建设，健全 自

治平台，推进村（居）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村（居）民和单 位参与

村（社区）建设和管理，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基层

治理体系；推进村（居）务公开、财务公开。

（七）动员社会参与。动员辖区内各类单位、社会组织和 村

（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村（社区）治理，引导辖区内单位 履行社

会责任，整合区域内各种社会力量为辖区发展服务。

（八）加强财税管理。负责镇本级财务以及集体资产管理工作，

协助做好税收征管工作，指导监督村级财务和资产管理 工作。

（九）做好国防教育和兵役、退役军人事务等工作。

（十）承担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 个，包括：党政办公室、

党建办公室、财政经济和乡村振兴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综合便

民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本部门 2021 年年末编制数 75人，

其中：行政编制 34人，事业编制 41人；实有人数 79人，其中在职

人员 79人，离休人员 0 人，退休人员 26人；年末其他人员 0人；年

末学生人数 0 人。

（一）罗坳镇情

罗坳镇，隶属于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地处于都县西部，西接

赣县区江口镇，吉埠镇，南连赣县区大田乡，于都县罗江乡和新陂乡，

北毗赣县区南塘镇，东靠县城贡江镇，是于都县的西大门。罗坳镇共

有土地面积 168 平方千米，人口 4.8 万，辖 18 个行政村 1 个居委会，

278 个村民小组。全镇共有 32个党支部，党员 1205 人，其中农村党

员 863 人。

罗坳镇距县城 15千米、赣州市 45千米、京九铁路江口镇赣县

站 18千米，京九高铁昌赣段吉埠镇赣县北站 20千米，323 国道，238

国道，厦蓉高速和赣龙铁路穿境而过，长达 20.6 千米，区位优势突

出，交通十分便利。全镇耕地 28326 亩，其中水田 26034 亩，旱地

2292 亩，山地面积 179860 亩。

（二）经济发展

1、农业经济



罗坳镇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大镇，主要农产品是稻谷、

大豆、花生等。该镇的特色农业迅速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果、菜、草、

花卉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同时，在巩固大段等村肉

(菜)牛基地、正坑甜叶菊基地、步前甜玉米基地、峡山道菜基地、水

段、塘头、跃州、大棚蔬菜、菜秧基地、杨梅地毯草基地、步前草业

奶牛示范基地、黄坳花卉基地、大桥大豆种植腐竹加工基地的基础上，

立足基地的带动、示范、引导，不断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使之尽快

形成为一方主导产业，惠及千家万户，从而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建设进

程。农业引导和扶持各村围绕"党建＋"平台发展特色产业。新增 18

个农民合作社，发展集中连片蔬菜基地 150 亩，其中下坪肉鸡合作社、

大桥百香果基地、孟口花卉基地、塘头蔬菜基地、三门肉牛养殖基地

等一批特色产业已初步形成，规模示范效应凸显。

2、乡镇企业

早期工业:罗坳镇乡镇企业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曾一度辉煌。

但由于设备老化、管理落后、投入不足等因素，现已举步维艰。为重

振罗坳乡镇企业雄风，近两年，我们重点围绕龙峡山泉、峡山道菜、

南岭唐三彩、罗水牌水泥、双蛙蚊香等产品，创品牌、上档次、成规

模，逐渐形成了"一瓶水、一碗菜、一幅画、一包水泥、一柱檀香走

天下"的乡镇企业发展格局。该镇按照 323 沿线工业走廊的建设要求，

东起步前村，西至峡山村先后建立了龙峡山泉矿泉水厂、香港永嘉盛

针织厂、年产水泥 200 万吨的国兴集团旋窑水泥厂、比而特皮具厂和



40 余家规模不等的针织厂，323 沿线工业经济走廊初具规模，初步建

立了工业主导型的工业经济发展格局。

现今工业:323 沿线工业经济走廊有绿泉矿泉水厂，旺宝钙化砖

厂，华盛石油，万年青水泥等大中小型企业。于都工业园罗坳工业小

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有序推进。完成二期 1000 余亩土地分户，搬迁

坟墓 736 穴，发放搬迁补偿款 193 万余元;签订房屋征收协议 36户，

拆除房屋 27栋，面积 7100 余平方米。正亿纸业、家家兴、赣州中投

污泥处理厂等企业基建项目进展顺利,纬五路完成全线路基硬化，纬

三路、经七路进行路基铺设，华强杭萧钢构完成土地平整。

（三）基础设施

1999 年，罗坳小城镇被列为赣州市示范镇，2000 年被列为省小

城镇建设重点示范镇后，使罗坳小城镇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已完成

了罗坳小城镇第二轮总体规划，规划区达到 2 平方公里，并在主要发

展方向上划定了 3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城镇常住人口将达到 1 万人以

上。现已初步完成新区商住区(A区)的规划建设，站所办公区(B区)、

农贸区(C 区)的房屋拆迁已经完成，小城镇的路、电、水、电讯系统

框架已经形成，小城镇的整体发展轮廓已基本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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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收入总计 10973.74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结

余2404.15万元；本年收入合计8569.59万元，较2020年增加6803.45

万元，增长 385%，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因素政府机构支出基数增

加，乡村振兴项目大幅增加。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4417.99 万元，占比

51.55%；其他收入 4151.60 万元，占 48.45%；上级补助收入 0元，

占比 0%，经营收入 0万元，占 0%；事业收入 0万元，占 0%，附属单

位上缴收入 0 元，占比 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支出总计 10973.74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计

10973.74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9277.29 万元，增长 546.86%，主要

原因是机构改革因素政府机构支出基数增加以及各个账套合并；年末

结转和结余 0 万元，较 2020 年减少 69.69 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

因是：财政收支平衡。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元2542.15万元，占比23.17%；

项目支出 8431.59 万元，占比 76.83%，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

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比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元，占比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664.30 万

元，决算数为 5664.3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742.96 万元，决算数

为 1742.9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因

素政府机构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数为 136.49 万元，决算数为

1364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因素政府

机构支出。



（三）城乡社区支出预算数为 3139.83 万元，决算数为 3139.8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因素政府机构

支出，乡村振兴项目支出。

（四）农林水事务支出预算数为 547.12 万元，决算数为 547.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村级组织机构改革支出。

（五）卫生健康支出预算为 48.08 万元，决算数为 48.08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因素政府机构支出。

（六）住房保障支出预算为 49.82 万元，决算数为 49.82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因素政府机构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542.15 万

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1128.98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226.68 万

元，增长 25.12%，主要原因是：乡镇机构改革合并导致人员增加和

经费增加。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716.89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468.97 万

元，增加 189.16%，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节约政府支出原则。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96.28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150.05 万元，增长 27.47%，主要原因是：乡镇机构改革合并导致人

员增加和经费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

预算数为 14.16 万元，决算数为 14.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

算数较 2020 年减少 1.48 万元，下降 9.5%，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较 2020 年增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

原因为本单位无因公出国（出境）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9.10 万元，决算数为 9.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20 年减少 0.28 万元，下降 2.9%，

主要原因是乡镇机构改革合并导致人员增加和经费增加。全年国内公

务接待 113 批，累计接待 910 人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累计接待 0

人次，主要为：严格执行节约政府支出原则。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5.06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

算数较 2020 年增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无购置公车，全年

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无购置公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06 元，决算



数为 5.0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20 年减少 1.2 万元，

下降 19.17%，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节约政府支出原则。年末公务用

车保有 3 辆。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一致。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716.89 万元（与部门决算

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

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一致），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603.89 万元，增

长 534.42%，主要原因是：办公设施设备改建经费增加，资产运行维

护支出增加及人员编制数量增加。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万元。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

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货物采

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 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

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金额的 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占服务支出金额的 0%。（省级部门公开的政府采购金额的计算口

径为：本部门纳入 2021 年部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采购支出金额之

和。）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单位）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见

公开 10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其中车辆中的其他用车主要是

政府执法用车。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纳入 2021 年度部门预算

范围的二级项目 15个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8431.59 万

元，占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组织对城乡社区等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431.59 万元，国有资本预算支出 0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整体效益良好（请对预算绩效评价情况进行

简单说明）。

组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42.1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431.59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

整体效益良好（请对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进行简单说明）。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将 2021 年度省级部门绩效自评总报告（绩效自评总报告主要包

括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综合评价结论、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绩效



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自选 2个项目）

进行公开。

（三）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每个省级部门至少将 1个部门评价报告向社会公开，报告框架

可参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办法》（财预〔2020〕10 号）中《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参考提纲）》。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应以财务会计制度、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及部门预算

管理等规定为基本说明，可在此基础上结合部门实际情况适当细化。

“三公”经费支出：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

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为保

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

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



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

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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