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1：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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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6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40.48 住房保障支出 33.36

    专项收入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59.56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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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支出合计 611.38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270.90

收入总计 611.38 支出总计 611.38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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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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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611.38 270.90 340.48 340.4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6 18.46 18.46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

18.46 18.46 18.46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08 0.08 0.0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38 18.38 18.3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3.36 33.36 33.36

　02 　住房改革支出 33.36 33.36 33.3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8.40 28.40 28.40

　　2210203 　　购房补贴 4.96 4.96 4.96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559.56 270.90 288.66 288.66

　01 　应急管理事务 559.56 270.90 288.66 288.66

　　2240150 　　事业运行 288.66 288.66 288.66

　　2240199
　　其他应急管理支
出

270.90 270.90



附件:2-3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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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3 4 5 6

合计 611.38 341.23 270.1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6 18.46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46 18.46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08 0.0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38 18.3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3.36 33.36

　02 　住房改革支出 33.36 33.3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8.40 28.40

　　2210203 　　购房补贴 4.96 4.96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59.56 289.41 270.15

　01 　应急管理事务 559.56 289.41 270.15

　　2240150 　　事业运行 288.66 288.66

　　2240199 　　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270.90 0.75 270.15



附件2-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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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8一、本年支出 340.48 340.48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40.4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6 18.46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33.36 33.36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88.66 288.66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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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8 支出总计 340.48 340.48



附件2-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0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340.48 340.4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46 18.46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46 18.46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08 0.08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38 18.3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3.36 33.36

　02 　住房改革支出 33.36 33.3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8.40 28.40

　　2210203 　　购房补贴 4.96 4.96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88.66 288.66

　01 　应急管理事务 288.66 288.66

　　2240150 　　事业运行 288.66 288.66



附件2-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0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340.48 309.10 31.38

工资福利支出 309.02 309.02

30101 　基本工资 67.71 67.71

3010202 　购房补贴 4.96 4.96

3010302 　文明奖 24.10 24.10

3010303 　综治奖 36.20 36.20

3010304 　节能奖 17.40 17.40

3010305 　绩效奖 47.90 47.90

3010702 　绩效工资基本标准线部分 47.16 47.1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8.38 18.3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6.00 16.00

3011201 　失业保险 0.57 0.57

3011202 　工伤保险 0.11 0.11

30113 　住房公积金 28.40 28.4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0.13 0.13



附件2-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0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商品和服务支出 31.38 31.38

30201 　办公费 2.00 2.00

30202 　印刷费 0.53 0.53

30205 　水费 1.00 1.00

30206 　电费 1.50 1.50

30207 　邮电费 0.50 0.50

30209 　物业管理费 3.00 3.00

30211 　差旅费 1.00 1.00

30215 　会议费 2.00 2.00

30216 　培训费 2.00 2.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0.97 0.97

30226 　劳务费 0.50 0.50

30228 　工会经费 3.08 3.08

30229 　福利费 1.50 1.5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95 2.95



附件2-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0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00 1.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85 7.8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8 0.08

3030205 　退休福利费 0.06 0.06

3030206 　退休公用经费 0.02 0.02



附件2-7：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504003南昌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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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3 4 5

504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南昌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3.92 0.97 2.95

合计 3.92 0.97 2.95



附件2-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0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附件3-1：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主管部门及代码
南昌市应急管理 局

504001
实施单位 南昌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项目属性 罚没返还 项目日期范围
2021年1月

2021年12月

项目资金
（万元）

270.15 罚没返还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年度360次监察执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期完成监察执法180次 >=100%

质量指标 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无投诉 =0%

时效指标
全年执法 =100%

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没有经济效益指标 无

社会效益指
标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监察执法满意度 =100%



附件3-2：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
称

南昌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联系人 赖宗仁 联系电话 0791-87830810

部门基本信息

部门所属领域 应急管理 直属单位包括

内设职能部门 4 编制控制数 20

在职人员总数 18 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事业编制人数 18 编外人数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收入预算合计 611.38 其中：上级财政拨款

本级财政安排 340.48 其他资金 270.9

支出预算合计 611.38 其中：人员经费 309.85

公用经费 31.38 项目经费 2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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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完成监察执法180次 >=100%

质量指标

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无投诉 =0%

时效指标 全年执法 =100%

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没有经济效益指标 无

社会效益指标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100%

生态效益指标 没有环境效益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强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监察执法满意度 =100%



附件4：

预算信息公开情况反馈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统计内容 主要情况 填表说明 备注

一．预算公开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情况

是否向社会公开了
当年部门预算信息

是
填“是”/
“否”

如已公开，公开的主要内容
2021年人大预算简

报
简述

如未公开，未公开的主要原因 否 简述

2、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情况

主管部门批复时间
××××年
××月××日

是否向社会公开了
当年部门预算信息

填“是”/
“否”

如已公开，公开的主要内容
简述（包括公开时
间、说明、表格）

如未公开，未公开的主要原因
简述（包括公开时
间、说明、表格）

二．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公开渠
道

填网站名称
和网址

三．1、部门预算公开时间
××××年

××月××日

    2、所属单位预算公开时间
××××年

××月××日

四．关于部门预算公开的
　　意见和建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单位负责人： 经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