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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部门预算——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

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2、负责对三周岁以上的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安全

保卫工作。

3、负责幼儿基础阶段教育工作。

4、实施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幼儿实施德、智、体、

美诸方面发展的教育工作。

5、严格执行卫生部制定的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

度以及其他有关卫生保健的法规、规章和制度。

6、做好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制定合理的幼儿一

日生活作息制度。

7、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大武口区幼儿园部门预算包括：大武口

区幼儿园本级预算、所属事业单位预算。纳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幼儿园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1、单位机构数 1 个，属事业单位。

2、单位编制数 32 人，实有在编 29 名。退休人员 32 名，总

分园自行聘任人员共计 20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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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

总体说明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11,918,879 元，

其中：本年收入 11,918,879 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1,918,879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元；上年结转结余 0 元。

本年支出预算 11,918,879 元，包括：教育支出 10,849,053 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70,517 元、卫生健康支出 210,273 元、住

房保障支出 389,036 元。

二、关于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1,918,879 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 11,918,879 元，上年结

转资金安排支出 0 元。比 2021 年预算数增加 3,704,982 元，增

长 45%。

人员经费 9,602,637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1,159,716 元、

津贴补贴 366,972 元、奖金 638,000 元、社会保障缴费 523,977

元、绩效工资 725,366 元、住房公积金 253,897 元、购房补贴

135,139 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7,750 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5,761,820 元。



公用经费 2,316,242 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375,000 元、印

刷费 57,000 元、取暖费 613,932 元、差旅费 65,000 元、维修维

护费 483,000 元、专用材料费 266,000 元、劳务费 10,700 元、

工会经费 39,210 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06,400 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 0

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 0 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支出

0 元。包括：教育支出（205）普通教育（20502）学前教育（2050201）

2022 年预算 0 元，比 2021 年预计执行数增加 0 元，增长 0 %。

主要用于：2022 年无项目预算支出。

三、关于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 0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元，公务用车购置 0 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 0 元，公务接待费 0 元。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0 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 0 元，主要原因无此项支出；公务

用车购置费增加 0 元，主要原因无此项支出；公务用车运行费增

加 0 元，主要原因无此项支出；公务接待费增加 0 元，主要原因

无此项支出。

四、关于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情况

说明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五、关于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收入总预算 11,918,879 元，其中：

本年收入 11,918,879 元，上年结转结余 0 元；支出总预算

11,918,879 元，其中：本年支出 11,918,879 元，年末结转结余

0 元。

本年收入包括：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11,918,879 元，占 100%；

事业预算收入 0 元，占 0%；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0 元，占 0%；附

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 0 元，占 0%；经营预算收入 0 元，占 0%；

债务预算收入 0 元，占 0%；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0 元，占

0%；投资预算收益 0 元，占 0%；其他预算收入 0 元，占 0%。

本年支出包括：行政支出 0 元，占 0%；事业支出 11,918,879

元，占 100%；经营支出 0 元，占 0%；上缴上级支出 0 元，占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元，占 0%；投资支出 0 元，占 0%；债务

还本支出 0 元，占 0%；其他支出 0 元，占 0%。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2 年，大武口区幼儿园本级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

政拨款预算 2,316,242 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802,855 元，上

升 53%。主要原因是：新收回小区配建幼儿园三所（沐春园、锦

林、丽日）。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大武口区幼儿园政府采购预算 0 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预算 0 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大武口区幼儿园占用使用国有资产总体情况为房

屋 9,328.44 平方米，价值 2,181.67 万元；土地 0 平方米，价值

0 万元（本单位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车辆 0 辆，价

值 0 万元；办公家具价值 271.61 万元；其他资产价值 525.88 万

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2 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本单位 2022 年共编制 0个项目，

项目预算共计 0 元。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大武口区幼儿园 2022 年部门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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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收支预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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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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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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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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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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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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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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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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