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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是大武口区政府工作部门，为

正科级，挂大武口区扶贫开发办牌子。设置 5 个岗位，分别是综

合办事岗位、农村社会事业服务岗位、农业服务岗位、水利工作

岗位、扶贫开发工作岗位。共有行政编制 6 名。设局长 1 名，副

局长 3 名。下属 4 个事业单位分别是大武口区水利工作站、大武

口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大武口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大武口

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站。承担职责只要是：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的中长期规划、重大

决策；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政策措施；指导乡村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

2、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农业投资管理、农业防灾减灾、农

作物重大病虫害检测防控、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管

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农业各产业监督管理等工作。

3、负责畜牧业技术指导、动物防疫、产地检疫、组织辖区

内兽医医改、兽药药政药检，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4、抓好农田水利、防汛抗旱、农村人饮、节水建设、水利

新技术推广、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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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与运

行管理、水资源保护，强化河长制监察管理等工作。

5、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和市、区委政府关于扶贫开发工

作方针，抓好扶贫相关工作。

6、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实施洪水干

干灾害防治规划，牵头负责农业农村和水利人才建设等工作。

7、承办区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二、机构设置

1、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部

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及所属预算单位在内的汇总决算。纳入部门

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共 5 个，其中二级预算单位有 4 个：

（1）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水利工作站

（2）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3）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4）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农村经济服务站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决算表（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 度 收 入 总 计 274220726.92 元 ， 支 出 总 计

274220726.92 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14389613.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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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5.54 %，主要原因是中央、自治区农业专项资金及扶贫专

项的增加。与上年相比，支出总计增加 14389613.24 元，增长

5.54 %，主要原因是中央、自治区农业专项资金及扶贫专项的

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201985776.63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16743984.42 元，占 57.80%；上级补助收入 0 元，占 0 %；事

业收入 0 元，占 0 %；经营收入 0 元，占 0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0 元，占 0 %；其他收入 85241792.21 元，占 42.2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223410597.86 元，其中：基本支出

8676780.42 元，占 3.88 %；项目支出 214733817.44 元，占

96.12 %；上缴上级支出 0 元，占 0 %；经营支出 0 元，占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元，占 0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28614621.74 元，支出总计

128614621.74 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增加

22324552.13 元，增长 21.00%，主要原因是水利、农业、扶贫等

中央及自治区专项资金、市级补助资金的增加。与上年相比，财

政拨款支出总计增加 22324552.13 元，增长 21.00 %，主要原因

是增加了农业水利、扶贫专项支出以及市级专项补助。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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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16143967.83 元，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 51.99%。与上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增加 31143055.85 元，增长 36.64%，主要原因是中央、自

治区农业专项及脱贫攻坚工作增加以及环保项目、水利等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资金的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16143967.83 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208）支出 869878.44 元，

占 0.75%；卫生健康（210）支出 323693.23 元，占 0.28%；节

能环保（211）支出 14395800 元，占 12.40 %；城乡社区（212）

支出 1022702.38 元，占 0.88%；农林水（213）支出 98928891.61

元，占 85.18%；住房保障（221）支出 603002.17 元，占 0.51%。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7468662

元，支出决算为 116143967.8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55.08 %，

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

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年初预算为 400 元，支出决算为

2384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96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年度内支出行政单位 2 名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

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237785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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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是年度内支出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年初预算为

446966.05元，支出决算为441285.44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8.73%，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年中有退休人员。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年初预算为 0 元，

支出决算为 7099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做实年度内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职

期间单位配套部分职业年金。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就业补助（20807）其他就业

补助支出（2080799）。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920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年中自治区下达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移民补助等。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抚恤（20808）死亡抚恤

（2080801）。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86775 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在

职职工意外死亡。

7.卫生健康支出（210）公共卫生（21004）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2100409）。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50000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受新

冠疫情影响追加的防疫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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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行政单

位医疗（2101101）。年初预算为 35754 元，支出决算为 35656.82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73%，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保险缴费比例调整。

9.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事业单

位医疗（2101102）。年初预算为 210087.39 元，支出决算为

206963.15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5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预算系统生成数据大于实际支出。

10.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公务员

医疗补助（2101103）。年初预算为 9373 元，支出决算为 937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11.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其他行

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01199）。年初预算为 21700 元，支出

决算为 217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12.节能环保支出（211）污染防治（21103）水体（2110302）。

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39554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

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市环保局拨入环

保项目资金。

13.节能环保支出（211）自然生态保护（21104）生态保护

（2110401）。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407400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市

环保局拨入环保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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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节能环保支出（211）退牧还草（21108）其他退牧还草支

出（2110899）。年初预算为 30000 元，支出决算为 3300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1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

达其他资金。

15.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行政运行（2130101）。

年初预算为 678316 元，支出决算为 1180502.37 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74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增资。

16.农林水支出（213）农业（21301）事业运行（2130104）。

年初预算为 2416494.86 元，支出决算为 3968383.29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64.22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调入人

员及增资。

17.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科技转化与推广

服务（2130106）。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315512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

中下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18.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病虫害控制

（2130106）。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2129401.56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

中下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19.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农产品质量安全

（2130109）。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75000 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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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20.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防灾救灾（2130119）。

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236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

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达自治区水利

厅救灾资金。

21.农林水支出（213）农业（21301）农业结构调整补贴

（2130121）。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300000 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

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22.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农业生产发（2130122）。

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6627016.56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达自治区

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23.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农村合作经济

（2130124）。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427313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

下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24.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农村社会事业

（2130126）。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4846867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

下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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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农业资源保护修

复与利用（2130135）。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4305288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年中下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26.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农田建设（2130153）。

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5470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

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达自治区农

业财政项目资金。

27.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21301）其他农业农村支

出（2130199）。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231503.5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年中下达自治区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28.农林水支出（213）水利（21303）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2130304）。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560609.45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

中下达自治区水利项目资金。

29.农林水支出（213）水利（21303）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2130306）。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910000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

下达自治区水利项目资金。

30.农林水支出（213）水利（21303）防汛（213014）。年

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765440.51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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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达自治区水利

项目资金。

31.农林水支出（213）水利（21303）水利安全监督（2130322）。

年初预算为 80000 元，支出决算为 80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32.农林水支出（213）水利（21303）农村人畜饮水（2130335）。

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8870.61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

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年中到达的项目资金。

33.农林水支出（213）水利（21303）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

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20174884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

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达自治区水

利项目资金。

34.农林水支出（213）扶贫（21305）其他扶贫支出（2130599）。

年初预算为 1750000 元，支出决算为 29862603.52 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706.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中途自治区扶

贫专项资金。

35.农林水支出（213）普惠金融发展支出（21308）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2130803）。年初预算为0元，支出决算为2291346.24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年中财政下达种养殖业保险补贴资金。

36.农林水支出（213）其他农林水支出（21399）其他农林

水支出（2139999）。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1747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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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年中财政下达水利、农业专项资金。

37.农林水支出（213）其他农林水支出（21399）其他农林

水支出（2139999）。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875605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年中市级补助项目资金。

38.城乡社区支出（212）城乡社区环境卫生（21305）城乡

社区环境卫生（2120501）。年初预算为 120000 元，支出决算为

147097.38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2.5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各事业单位年中有市级补助资金的拨入。

39.住房保障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 （22102）住房公积

金（2210201）。年初预算为 362977.03 元，支出决算为 376923.17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3.8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0 年调入人员 1 名，年初未纳入预算。

40.住房保障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22102）购房补贴

（2210203）。年初预算为 224892 元，支出决算为 226079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5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

增资。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8446868.95

元，其中：人员经费 8067777.26 元，公用经费379091.69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 15 —

1.工资福利支出 7692877.26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2718906.26 元，增长 54.66 %，主要原因是2020年调入人员及

人员增资等；较上年决算数增加1351023.51元，增长 21.3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75091.69 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10494.31元，下降 2.72 %，主要原因是办公经费逐年缩减，规

范支出功能科目，支出相对减少；较上年决算数减少181049.33

元，下降 32.55 %。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74900 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365795元，增长 4017.51%，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未

列入年初预算中；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189820元，增长 102.56 %。

4.其他资本性支出 4000 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 元；较

上年决算数增加 0 元。主要原因是2020年购置4台电脑；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4000元，增长百分比不可比。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

况说明

2020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为 25000 元，支出决算为 23258.09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3.03 %。与上年相比，减少 1741.91 元，下降 6.97 %，决

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格按照车辆管理

办法规范用车，节约成本。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

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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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占 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占

100 %；公务接待费支出占 0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0 %。全年因公出国（境）团组数 0 个，因

公出国（境）人次数 0 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为 25000 元，支

出决算为 23258.09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3.03 %；比上年减

少1741.91 元，下降6.97 %。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厉行节约，严格按照车辆管理办法规范用车，节约成本。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为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3258.09 元，主要用于执法车辆的加油费及车辆保险、维修维

护费支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 0 辆，

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 辆。

3.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为 5000 元，支出决算为 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0 %；比上年减少 0 元，下降 0 %。全年国

内公务接待批次 0 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 0人，国（境）外公

务接待批次 0 个，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0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950000

元，本年收入 3000 元，本年支出 953000 元，年末结转和结

余 0 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7862280 元，下降 89.19 %，主要

原因是：减少了城乡社区及农林水专项支出。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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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减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120804）3270000万元，城市

建设支出（2120803）940000元，地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2136903）

2402280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290403）

1250000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0 元，其中：

基本支出 0 元，占 0 %；项目支出 0 元，占 0 %。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为 385586 元，支

出决算为 379091.69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32%；比上年减

少 177049.33 元，下降 31.84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办公经费逐年缩减，支出相对减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0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元，支出决

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元，

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授予中小企业

合同金额 0 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0 %。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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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单位）房屋面积 2749 平

方米，共有车辆 3 辆，其中：特种作业技术用车 2 辆、领导干

部用车 0 辆、执法用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

部门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

其中，一级项目 0 个，二级项目 21 个，其他项目 0 个，共

涉及资金 9072275.23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88.44 %。组织对 2020 年度 0 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开展

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0 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

的 0 %。

共组织对扶贫、禁牧封育、农业农村改革、农村经济运行监

测、农村人畜饮水工程运行维护费、动物防疫专项、高产优质苜

蓿示范建设项目、农村实用人才和实用技术培训、农产品质量安

全等 14 个项目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52234.17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元。其中，对扶贫、

冷链、动物防疫专项、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项目分别无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绩效评价。从评价情况来看，扶贫专项结合移民后续发

展实际，及时制定了资金计划方案，主要用于移民创业补助、扶

贫小额信贷、“雨露计划”及扶贫车间项目，扶持劳务移民后续

发展和产业短板。共完成扶贫项目 6 个，其中：产业扶贫项目 2

个；就业扶贫项目 1 个；金融扶贫项目 1 个；教育扶贫项目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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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项目 1 个。通过各项政策和项目的实施，解决移民困难，促

进移民就业，提高移民收入。所有项目均按照扶贫资金使用和管

理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项目建设规范率 100%；农村改革项目

的实施，使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农民收入提高，乡村治理更

趋完善；农村经济运行监测项目的实施，进一步规范了村级财务

管理，有效防止了新增债务的增加，同时也为财务规范化管理提

供了平台；动物防疫项目的实施，确保了大武口区全年内没发生

过重大动物疫情，强制免疫密度达到了 100%，强制免疫和人畜

共患病防控工作做到了及时到位，2020 年全年内没有出现人畜

共患病病例，对病死动物及时进行了处理，养殖户满意度指标在

85%；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大武口

区草畜产业的发展，提高草食动物综合生产能力和养殖效益，调

动了饲草种植企业的积极性，增加了饲草种植企业的收入；农产

品质量安全项目资金用于农业生产中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的指

导和应用；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推广物理防治和生物制剂农

药的应用，坚决杜绝使用国家禁止农药；应用追溯体系建设，推

广张贴二维码识别技术和合格证制度的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宣

传、培训、指导等，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引导农民增强农产品安

全意识，确保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2.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1）扶贫项目

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扶贫项目绩效自评得

分为 98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750000 元，执行数为

1750000 元，完成预算的 100 %。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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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批复下达扶贫资金 175 万元，计划完成扶贫项目 6 个。截

止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扶贫项目 6 个，其中：产业扶贫项目 2

个；就业扶贫项目 1 个；金融扶贫项目 1 个；教育扶贫项目 1 个，

其它项目 1 个；二是我区 2020 年扶贫项目按规定全部录入脱贫

攻坚项目库，建设内容符合项目实施方案，所有项目均按照扶贫

资金使用和管理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项目建设规范率 100%。

下一步改进措施：进一步发挥扶贫资金的监管职能，加强绩效管

理，建立动态监管机制，与项目实施单位加强协作，优化绩效目

标，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扶贫转移

支付资金支付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扶贫资金

绩效自评，针对自查出的问题逐项进行分析研究、制定解决计划，

并将绩效自评报向各项目实施单位传达，并在各实施单位公示栏

进行公示。确保今后入库项目更符合脱贫攻坚实际、更科学、更

精准，将扶贫实践中不断探索机制创新、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发展和壮大我区扶贫产业；农村改革合作社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0000 元，执行数为 20000 元，完成

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数量指标。根据自治区农

牧厅、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第一批农业财政项目资金

计划的通知》精神，大武口区农经站完成农村改革全年确定的工

作任务；二是通过这些项目实施，我区 12个村均已全面完成农

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股权配置等工作。核实资

产总额 12580 万元；核实经营性资产总额 1692 万元；核实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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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为 10.4 万亩。完成了成员身份确认、股权配置，确

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1359 人；10个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2个村成立经济合作社；分配股权 33210.8 股，督促完成壮大村

集体经济项目 7 个，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大武口区农

村人畜饮水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5 分。项目全年预

算数为 0 元，执行数为 8870.61 元，完成预算的百分比不可比。

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完成了对区星海镇农村人饮工程的日常维

修维护管理，确保了工程正常运行；二是保障了工程正常供水，

群众正常用水，提高了项目区群众满意度。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工程建设年代久，设计标准偏低，部分工程没有联户水表井，

水表安装在用水户家中，管理困难；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积极

争取资金，对部分工程进行全面维修改造；二是加强节水宣传，

提高群众节水意识；动物防疫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动物防疫项目

绩效自评得分为 98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814361.56 元，执

行数为 1724450.40 元，完成预算的 95.04%。主要产出和效果：

一是数量指标。2020 年，全年免疫猪瘟、O 型口蹄疫、A 型口蹄

疫 3.17 万头、牛口蹄疫 0.68 万头、羊 8.26 万只、高致病性禽

流感 67.47 万羽、羊小反刍兽疫 7.74 万只、羊布鲁氏菌病 4.83

万只。免疫密度均达到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0%以上。按

照春秋集中免疫时间开始提前购置所需疫苗；二是畜禽牲畜口蹄

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情保持稳定。2020 年全年没发生过人畜共患病病例、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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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包虫病、狂犬病等疫情、项目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三是动物防疫项目的实施，确保了大武口区全年内没发生过重大

动物疫情，强制免疫密度达到了 100%，强制免疫和人畜共患病

防控工作做到了及时到位，2020 年全年内没有出现人畜共患病

病例，养殖户满意度指标在 92%；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绩效自评

得分为 9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70000 元，执行数为 125000

元，完成预算的 73.53%。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做好培训指导

工作。结合追溯体系建设的培训工作，加强农业标准化技术规程、

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教

育和引导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上形成人人保安全，质量是生命

的氛围；二是加大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的推广应用。指导农业生

产者按照自治区、市颁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遵守

规程，提高农产品品质和质量；三是推进农业标准化园区的建设。

以项目促生产，依托园区开展自检工作。一是做好培训指导工作。

结合追溯体系建设的培训工作，加强农业标准化技术规程、病虫

害绿色综合防控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教育和

引导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上形成人人保安全，质量是生命的氛

围；二是加大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的推广应用。指导农业生产者

按照自治区、市颁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遵守规程，

提高农产品品质和质量；三是推进农业标准化园区的建设。以项

目促生产，依托园区开展自检工作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配合自治

区和市级相关检测部门，做好对大武口区生产基地农产品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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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进行飞行检测和例行检测工作。抽检工作共检测果蔬及食用菌

样品 156 批次，未发现农残超标。抽检及检测工作推动了我区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

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支

预算。

2.“三公”经费：是政府部门人员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

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3.预算公开：是指政府和相关组织机构向公众公开或开放自

己所拥有的财政预算信息，使其他组织机构和公众个人可以基于

任何正当理由和采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获得相关信息。

4.基本支出：是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

用经费两部分。

5.项目支出：是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项安排的支出。

6.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

共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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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

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即“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

评估兑现”，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

7.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

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五部分 附件

1、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