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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岚皋县民主镇小镇小学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能。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认真执行教委颁发的小学思

想品德教育大纲，采取生动有效的教育措施和方法进行以爱

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思想

品德教育，为把小学生培养成“四有”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

基础。

2、认真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严格执行小学教学

大纲，保证完成小学教育、教学计划，按教育规律办事，坚

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极进行教育思想、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的改革；为初中输送合格的

新生。

3、积极开展以普及为主的课外群体活动和体育传统项

目运动队的训练；开展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保健工

作，做好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矫治。

4、加强美育。通过各学科和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具

有健康的审美观点。

5、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劳动教育，并认真执行勤工

俭学、勤工办学的方针，积极地有步骤地创造条件改善学校

校舍和教学、体育、卫生、生活等方面地设备，切实加强学

校管理工作。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C%E1%B3%D6%CB%C4%CF%EE%BB%F9%B1%BE%D4%AD%D4%F2&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BD%CC%D1%A7%BC%C6%BB%AE&fr=qb_search_exp&ie=utf8


6、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本部门2021年机构数1个，上年机构数1

个，上下年无变化。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2021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本

级：

序号 单位名称

1 岚皋县民主镇小镇小学部门本级

2 ……

3 ……

三、部门人员情况

截止2021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2人，其中行政编制0

人、事业编制12人；实有人员10人，其中行政0人、事业1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14人。

本部门人员结构情况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D6%D0%BB%AA%C8%CB%C3%F1%B9%B2%BA%CD%B9%FA%D2%E5%CE%F1%BD%CC%D3%FD%B7%A8&fr=qb_search_exp&ie=utf8


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表

序号 内容
是否

空表
表格为空的理由

表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否

表2 收入决算表 否

表3 支出决算表 否

表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否

表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按功能分类科目）
否

表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按经济分类科目）
否

表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

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无“三公”经费及会议

费、培训费支出

表8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表
是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

表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是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











本部门2021年度没有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及会议费、培训费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本部门2021年度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

金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本部门2021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

本表无数据。



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收入总计各157.94万元,本年比上

年增加23.80%，主要变化原因是人员增加、工资调标、养老

保险、住房公积金支出增加；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支出总计

各157.94万元,本年比上年增加23.80%，主要变化原因是人

员增加、工资调标、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支出增加。

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收入合计157.94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95.09万元，占收入合计的60.21%；其他收入62.85万

元，占收入合计的39.79%。

图2：收入决算构成情况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支出合计157.94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154.07万元，占支出合计的97.55%；项目支出3.87万元，

占支出合计的2.45%。

图3：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95.09万元,

较上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13.22万元，增长16.15%，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工资调标、养老保险、住房公

积金支出增加。

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87.86万元，支出决算95.09万元，完成预算的108.23%，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60.21%。较上年财政拨款支出增加增长

16.1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年度增加养老保险支出预

算，同时人员增加、工资调标、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支出

增加。

图5：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5.09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教育支出75.67万元，占79.5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25万元，占10.78%；卫生健康支出

支9.17万元，占9.64%。

图6：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87.86万

元，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95.0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23%。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分，其中：

1.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小学教育支出。 年初预算为

69.21万元，支出决算为75.6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9.3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变化原因为

本年度增加养老保险支出，同时人员增加、工资调标、养老

保险、住房公积金支出增加。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养老支出-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年初预算为8.9万元，支出决

算为 9.5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6.97%。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基数上调，人员增加。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养老支出-其他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为0.57万元，支出决算为0.73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8.07%。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人员增加。

4.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年初预算9.17

万元，支出决算为 9.1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5.0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93.8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32.97万元、津贴补贴16.30万元、绩效工资17.38万元、机



关养老保险9.52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9.17万元、其他社

会保证缴费0.73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7.75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补助0.78万元；公用经费0.5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和支出。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安排和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安排和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预算安排和支出。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无一般公

共预算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和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培训费预算安排和支出。

（一）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预算安排和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并已公

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无机关运行经费。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预算。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本部门机关无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2021 年度本部门对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自评一级项目 1 个，共涉及资

金 3.87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4.1%。

组织对“营养计划”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3.87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本部门通过营养计

划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善学校学生营养情况，提高农村学

生健康水平，加快学校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本部门在 2021 年度部门决

算中反映营养计划1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营养计划”项目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为3.87万元，

执行数为 3.87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改善学校学生营养情况，提高

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加快学校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发

现的主要问题：学生在进餐过程中出现浪费粮食的情况，导

致营养计划资金使用不能落到实处。下一步改进措施：教师

加强对学生的督促，杜绝浪费。



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9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全年预算数 87.86 万元，执行

数 157.9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79.76%。本年度本部门总体运

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按照年初财政工作要求，本部门仅仅

围绕中心，服务学校，强化管理，积极履职，较好的完成了

年度工作目标。发现的主要问题：预算编制有待更完善、科

学，支出预算与实际支出数存在差异。下一步改进措施：加

强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勤

俭节约、保障运转，进一步提高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合

理性。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四）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对2021年度的营养计划项目开展了部门

重点绩效评价，评价得分100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

附件：

2021年度营养计划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实施学生营养餐以来，我校认识到位、措施得力、规范

操作、安全有序、稳步实施、效果显著。但由于此项工作操

作繁杂，经验不足，虽兢兢业业，辛苦工作，但在实际实施

中还是难免存在疏漏和隐患，需要我们进一步不断探索和改

进方法。

一、工作实施情况

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我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健全组织，

完善制度。制定了《小学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等各

项规章制度。做好宣传，赢得支持通过大力宣传，不仅使家

长明白了政策，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同时也赢得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认可。本

学期教育局、卫生局、食药监局来到我校检查指导工作，并

对我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规范管理，安全有序。在实施学生营养餐过程中，我们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规范操作，确保食品安全和资金安

全。一是要求供餐企业必须保证“优质等价”“物有所值”。

二是要求高温季节调整送货时间，必须保证食品的新鲜，保

证学生食用的时间均在保质期内。三是要求供餐企业加强食

品检验。企业在采购食品及分装到校时，必须进行认真细致



的检查验收，切实保证变质食品不上车不进校。四是要求供

餐企业完善食品包装，做好运输、分发过程中防挤压、防碰

撞以及控制食品适宜的保鲜温度等工作。五是学校在验货

时，如发现破损、渗漏、变质等食品，要求供货商无条件立

即调换，并进行登记，说明理在学校存档备查。六是“索票

索证”食品留样等工作，参照食堂管理办法，从严要求到位。

学校明确要求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必须足额向学生提供

营养食品，不得以现金发放，不得截留、克扣，遵照“专用、

高效、规范、安全”的原则。

严格督查、落实责任在实施营养餐过程中，我们细化了

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了职责范围，明确了责

任交接，明确了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层层

负责制，杜绝出现"责任盲区”。同时加大责任追究和处罚

力度，对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事故的大小，

将从严给予经济处理、行政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为了细

化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等级，我们注意了量化管理。对

食堂管理员、库管员，把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情况列入其平时

考察和年度考核范围。通过量化管理，防止出现“打擦边球”

和“小错不断”现象。

健全档案，留下痕迹学校对公文类档案和业务类档案进

行了详细归档。档案资料是工作留下的“痕迹”，也是督查、

取证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对《食品发放统计表》《食品

入库、出库台帐》《食品留样清单》《准餐记录表表》等重

要档案，作了详细的归档要求，确保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



连续性和长久性。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营养食品有浪费现象，虽想尽办法，在不影响营养前

提下，照顾学生口感、口味，但众口难调，还是有个别学生

乘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把营养食品扔掉不吃，不仅造成浪费，

而且还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三、工作打算

一是继续做好食品安全、资金安全等工作，确保不

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确保此项工作稳步实施；二是继续做好

食堂建设工作，落实规划，明确进度；三是继续做好宣传工

作，把握政策，明确方向，使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四是

学生营养餐安全监督管理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常抓不懈”

的工作方针，按照上级的要求，我校认真做好学生营养餐管

理和安全工作。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