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1.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2021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0,486,105.0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50,178.7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收入 五、教育支出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上级补助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58,405.20

九、其他收入 九、卫生健康支出 752,937.02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624,584.16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0,486,105.09 本年支出合计 10,486,105.09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0,486,105.09 支 出 总 计 10,486,105.09



2.部门收入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部门（单位）代码 部门（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51001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10,486,105.09 10,486,105.09 10,486,105.09

合计 10,486,105.09 10,486,105.09 10,486,105.09



3.部门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的支出 事业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上级补助支出 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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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50,178.71 5,520,178.71 2,330,000.00

201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7,850,178.71 5,520,178.71 2,330,000.00

2013810     质量基础 2,330,000.00 2,330,000.00

2013850     事业运行 5,520,178.71 5,520,178.7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58,405.20 1,258,405.2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58,405.20 1,258,405.2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9,545.04 429,545.04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8,860.16 828,860.1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52,937.02 752,937.0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52,937.02 752,937.0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575,021.74 575,021.74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5,311.28 165,311.28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12,604.00 12,604.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584.16 624,584.1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584.16 624,584.1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4,584.16 624,584.16

合  计 10,486,105.09 8,156,105.09 2,330,000.00



4.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10,486,105.09 一、本年支出 10,486,105.09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0,486,105.0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50,178.71

  1、本级财力 10,486,105.09 （二）外交支出

  2、专项收入 （三）国防支出

  3、执法办案补助 （四）公共安全支出

  4、收费成本补偿 （五）教育支出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58,405.20

二、上年结转 （九）卫生健康支出 752,937.02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十）节能环保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624,584.16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0,486,105.09 支 出 总 计 10,486,105.09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部门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1 2 3 4 5 6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50,178.71 5,520,178.71 5,251,662.41 268,516.30 2,330,000.00

20138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7,850,178.71 5,520,178.71 5,251,662.41 268,516.30 2,330,000.00

2013810     质量基础 2,330,000.00 2,330,000.00

2013850     事业运行 5,520,178.71 5,520,178.71 5,251,662.41 268,516.3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58,405.20 1,258,405.20 1,255,405.20 3,0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58,405.20 1,258,405.20 1,255,405.20 3,00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29,545.04 429,545.04 426,545.04 3,00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8,860.16 828,860.16 828,860.1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52,937.02 752,937.02 752,937.0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52,937.02 752,937.02 752,937.02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575,021.74 575,021.74 575,021.74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65,311.28 165,311.28 165,311.28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12,604.00 12,604.00 12,604.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24,584.16 624,584.16 624,584.1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24,584.16 624,584.16 624,584.1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24,584.16 624,584.16 624,584.16

合  计 10,486,105.09 8,156,105.09 7,884,588.79 271,516.30 2,330,000.00



6.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1 2 3 4 5 6

318,000.00 262,000.00 262,000.00 56,000.00



7.基本支出预算表（人员类、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项目单位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功能科目

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经济科目

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备注

资金来源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全年数

已预拨
抵扣上年垫

付资金
本次下达 另文下达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全年数
其中：转隶人员

公用经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1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13850 事业运行 30101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事业） 1,759,380.00 1,759,380.00 1,759,38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1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13850 事业运行 30102 津贴补贴 津贴补贴（事业） 142,872.00 142,872.00 142,872.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1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13850 事业运行 30107 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 675,960.00 675,960.00 675,96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1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13850 事业运行 30107 绩效工资 奖励性绩效 2,626,656.00 2,626,656.00 2,626,656.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2 社会保障缴费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28,860.16 828,860.16 828,860.16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2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事业） 575,021.74 575,021.74 575,021.74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2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65,311.28 165,311.28 165,311.28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2 社会保障缴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失业保险 36,433.66 36,433.66 36,433.66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2 社会保障缴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工伤保险 10,360.75 10,360.75 10,360.75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2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支出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12,604.00 12,604.00 12,604.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3 住房公积金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0113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624,584.16 624,584.16 624,584.16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40 一般公用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01 办公费 办公费 52,000.00 52,000.00 52,0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40 一般公用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05 水费 水费 8,700.00 8,700.00 8,7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40 一般公用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06 电费 电费 8,900.00 8,900.00 8,9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40 一般公用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11 差旅费 差旅费 26,300.00 26,300.00 26,3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40 一般公用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07 邮电费 邮电费（邮寄费） 17,300.00 17,300.00 17,3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4607 公务接待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17 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9 离退休公用经费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01 办公费 退休公用经费 3,000.00 3,000.00 3,0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7 工会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28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35,187.60 35,187.60 35,187.6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8 福利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29 福利费 福利费 738.00 738.00 738.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41 职工教育经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29 福利费 职工教育经费 26,390.70 26,390.70 26,390.7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5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3850 事业运行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530900210000000003334 离退休费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302 退休费 退休费 426,545.04 426,545.04 426,545.04

合  计 8,156,105.09 8,156,105.09 8,156,105.09



8.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表（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项目）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项目分类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功能科目编

码
功能科目名称

经济科目
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本年拨款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国有资源
（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小计

其中：本次
下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专项业务类 530900210000000002763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3810 质量基础 30211 差旅费 323,000.00 323,000.00 323,000.00 323,000.00

专项业务类 530900210000000002763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3810 质量基础 30213 维修（护）费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专项业务类 530900210000000002763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3810 质量基础 30218 专用材料费 43,593.00 43,593.00 43,593.00 43,593.00

专项业务类 530900210000000002763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3810 质量基础 30226 劳务费 737,407.00 737,407.00 737,407.00 737,407.00

专项业务类 530900210000000002763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3810 质量基础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1,126,0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合  计 2,330,000.00 2,330,000.00 2,330,000.00 2,330,000.00



9.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
中心

  社会保障缴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工资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行政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业年
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事业编）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事业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
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5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单位）离（退）休人员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离退休公用经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一般公用经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住房公积金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工资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行政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业年
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事业编）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事业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
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5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单位）离（退）休人员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工会经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工资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行政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业年
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事业编）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事业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
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5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单位）离（退）休人员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福利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公务接待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职工教育经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对强制计量器具实施免费检定，共
计检测工程、信电、衡器、流量、理
化、交通、热工类计量器具7种共计
36245台（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数量 >= 36245 台 定量指标 工作方案及年度工作计划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的品种数 >= 100 种 定量指标 反映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种类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支出限额 <= 233 万元 定量指标  反映各项成本费用的限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企业成本 >= 233 万元 定量指标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贯彻国家计量检定收费政策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发
改收费〔2009〕1116号），确定各类器具的收费单价，根据各类器具的检测数量进行测算，36245台（件）
设备检测收费成本为300.0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 效果明显 % 定性指标  反映质量技术技术能力经费在社会效益中体现的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强制检定单位的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问卷调查统计的社会公众满意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在职人数情况。在职人数主要指办公、会议、培训、差旅、水费
、电费等公用经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实际物业管理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面积、单位负责
管理的公共物业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5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单位）正常运转的公务用车数量。公务用车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量及年度新购置
公务用车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情况。“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
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离退休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工资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行政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业年
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事业编） = 41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工资福利包括：事业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职
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5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单位）离（退）休人员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10.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前表已下达，本表不再涉及。



0 1

1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 2 3 4 5

合  计

说明：我单位不涉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



12.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预算项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计量
单位

数量
面向中小
企业预留
资金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经
营收益

财政专户管
理的收入

单位自筹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国有资源
（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337,8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经费
计量器具检定专用设备及仪

表
A021099 其他仪器仪表 批 1 337,8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合  计 337,8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1,126,000.00



13.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预算项目
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

政府购买
服务指导
性目录代

码

基本支出
/项目支

出

所属服务
类别

所属服务
领域

购买内容
简述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
经营收益

财政专户
管理的收

入

单位自筹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国有资源
（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上年结转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合  计

说明：我财政预算资金不涉及政府购买服务。



14.市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元

单位名称（项目）

资金来源 地区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凤庆 云县 临翔 永德 镇康 双江 耿马 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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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我单位不涉及。



15.市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我单位不涉及。



16.新增资产配置表
单位名称：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单位名称 资产类别 资产分类代码.名称 资产名称 计量单位
财政部门批复数（元）

数量 单价 金额

1 2 3 4 5 6 7 8

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
中心

通用设备 3609900其他仪表仪器 计量器具检定专用设备 批 1 1,126,000.00 1,126,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