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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县教育体育和科技局
2021 年度部门决算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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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及内设机构

此项内容涉密，不公开。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年度本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33 个，包括本级

及所属 32 个二级预算单位：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1 宁陕县教育体育和科技局本级（机关）

2 宁陕县师训教研中心

3 宁陕县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4 宁陕中学

5 宁陕县城关初级中学

6 江口中学

7 蒲河九年制学校

8 太山中学

9 宁陕小学

10 宁陕县第二小学

11 筒车湾小学

12 梅子小学

13 皇冠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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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人员情况

14 新场小学

15 龙王小学

16 新矿小学

17 新建小学

18 铁炉坝小学

19 长坪小学

20 江口小学

21 新庄小学

22 沙沟小学

23 丰富小学

24 黄金小学

25 小川小学

26 旬阳坝小学

27 华严小学

28 汤坪小学

29 贾营小学

30 老城小学

31 宁陕县幼儿园

32 宁陕县第二幼儿园

33 筒车湾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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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853 人，其中行政编制 10

人、事业编制 843 人；实有人员 890 人，其中行政 7 人、事业

88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4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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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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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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收入、支出总计均为 23226.39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

支总计增加 3582.55 万元，增长 18.24%。主要是县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项目资金收支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合计 19628.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9386.69 万元，占 98.77%；事业收入 43.38 万元，占 0.22%；

其他收入 198.63 万元，占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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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支出合计 18786.3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465.02

万元，占 77%；项目支出 4321.37 万元，占 23%。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均为 22419.8 万元，与上年

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4144.94 万元，增长 22.68%。主要原因

是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项目资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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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2426.39 万元，支出决算

18003.93万元，完成预算的144.88%，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5.83%。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2954.35 万元，增长 19.63%，

主要原因是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项目资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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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预

算 242 万元，支出决算 302.9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5.19%。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在 2021 年予以支出。

2.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其他教育管理事

务支出（项）。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9.6 万元。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1年预算调整支出。

3.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预算789.14

万元，支出决算 947.0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0%。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在 2021年予以支出。

4.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项）。预算5925.23

万元，支出决算7083.56 万元，完成预算的119.55%。决算数

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在 2021 年予以支出。

5.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初中教育（项）。预算

1918.272066 万元，支出决算 1942.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1.26%。决算数与预算数基本持平。

6.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中教育（项）。 预算

1330.92万元，支出决算2029.14万元，完成预算的152.46%。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在 2021 年予以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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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其他普通教育支出（项）。

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751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 2021 年预算调整支出。

8.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高等职业教育（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28.1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上年结转资金在 2021 年予以支出。

9.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教师进修（项）。 预算

111 万元，支出决算 133.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9.97%。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资金在2021年予以支

出。

10.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农村中小学

校舍建设（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241.47 万元。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预算调整支出。

11.教育支出（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

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1059.71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资金在 2021 年予以支出。

1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体育（款）群众体育（项）。

预算 62.8187 万元，支出决算 9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44.3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1年预算调整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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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体育（款）其他体育支出

（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89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资金在 2021 年予以支出。

1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款）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项）。预算0

万元，支出决算 77.89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上年结转资金在 2021年予以支出。

1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预算 1114.25 万元，

支出决算 1030.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2.46%。决算数与预算

数基本持平。

1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预算 444.21 万元，支出

决算 521.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7.49%。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 2021年预算调整支出。

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171.53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上年结转资金在 2021年予以支出。

1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

疗（项）。预算 6.16 万元，支出决算 13.85 万元，完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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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4.96%。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2021 年预算调

整支出。

1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预算 437.32 万元，支出决算 590.31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34.9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

资金在 2021年予以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736.58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 2021 年预算调整支出。

21.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预算 0 万

元，支出决算 21.67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上年

结转资金在 2021年予以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4192.04 万元，包括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12121.2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保险养老缴费、职

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

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抚恤金、生活补助、助学金、奖励

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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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经费 2070.81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

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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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4.3 万元，

支出决算 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41.8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单位厉行节约及受疫情影响，三公经费支出较少。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为宁陕县教育系统购置公务用车0

辆，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预算 0 万元，支

出决算 0 万元。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接待预算 4.3 万元，支出决算

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41.86%，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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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单位厉行节约及受疫情影响，各类接待相应减少。其

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8 万元。主要是宁陕县教育体育和科技

局、宁陕中学等单位与国内相关单位交流工作、接受有关部门工

作检查指导发生的接待支出。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 11 个，来宾

115 人次。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培训费预算 42.5 万元，支出决算

69.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63.46%，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 26.97

万元，主要原因是培训教师数增加，导致培训费增加。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预算 0.7 万元，支出决算

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8.14 万

元，收入决算 86 万元，支出决算 79.14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15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1.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体育事

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本年支出决算 11.14 万元，主要

用于业余体校、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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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教育事

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本年支出决算 8 万元，主要用于学

校少年宫运转经费支出。

3.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款）用于其他社

会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本年支出决算 60 万元，

主要用于县域体育运动场维修改造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1499.8 万元，支出决算 2070.8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8.07%。支出决算比上年增加 429.66 万元，

主要原因是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项目资金增加。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4431.1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类支出 3278.59601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641.3156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511.224028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金额 0 万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

本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4431.1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类支出 3278.6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641.32 万元、政

府采购服务类支出511.22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4431.14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

金额 4431.14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100%；货物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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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的 73.99%；工程采购授予

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的 14.47%；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

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的 11.54%。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

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4 辆，机

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

设备 0 台（套）。2021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

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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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门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建立了绩效管制度

体系，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

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

制，完善了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了绩效管理职能，确定了分

管领导，以及兼职人员负责绩效管理工作。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1 年度部门预算

已完工项目进行全面自评，涵盖项目 3 个，涉及预算资金 386.03

万元，占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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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

况来看，我局各项改革任务取得新成绩，教育管理水平实现新提

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五

育并举、务实创新，教育工作屡创佳绩、亮点纷呈。

组织对标准化考点（考生身份认证及作弊防控系统）建设资

金、2021 年宁陕县“养育未来”项目资金、教育系统项目建设

债务化解 3 个项目开展了部门重点评价，涉及预算资金 386.03

万元。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部门在部门决算中反映标准化考点（考生身份认证及作弊

防控系统）建设资金、2021 年宁陕县“养育未来”项目资金、

教育系统项目建设债务化解 3 个一级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1.标准化考点（考生身份认证及作弊防控系统）建设资金项

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79.6 万元，执行数 79.6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预算安排 79.6 万元，

实际到位 79.6 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截至 2021 年末，

我局标准化考点（考生身份认证及作弊防控系统）建设资金支出

合计 79.6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2021 年数量指标 2 项，质量

指标 1 项，时效指标 2 项，成本指标 1 项，社会效益指标 3 项，

可持续影响指标 3 项，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3 项。根据项目绩效

目标，城关初级中学标准化考点建设工作按期完成，并投入使用，

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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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宁陕县“养育未来”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综述：全

年预算数 156.43 万元，执行数 156.4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预算安排156.43万元，实际到位156.43

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截至 2021 年末，我局 2021 年宁

陕县“养育未来”项目资金支出合计 156.43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2021 年数量指标 2 项，质量指标 2 项，时效指标 2 项，

成本指标 1 项，社会效益指标 3 项，可持续影响指标 1 项，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3 项，按照项目绩效目标，宁陕县“养育未来”

项目已按期完成项目前期工作，2021 年完成项目基础工作，达

到预期目标。



- 32 -



- 33 -

3.教育系统项目建设债务化解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

预算数 150 万元，执行数 1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预算安排 150 万元，实际到位 150 万元，项目

资金到位率 100%。截至 2021 年末，教育系统项目建设债务化解

资金支出合计 15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2021 年数量指标 2

项，质量指标 1 项，时效指标 2 项，成本指标 1 项，社会效益指

标 3 项，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2 项。根据项目绩效目标，新建小

学食堂工程、皇冠小学综合楼项目、黄金小学综合楼项目、蒿沟

小学综合楼项目、长坪小学综合楼项目所形成的债务得到化解，

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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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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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分，

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全年预算数 12426.39 万元，执行数

18786.3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1.18%。本年度本部门总体运行情

况及取得的成绩：一是全县教育系统党建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建引领促

教育，教书育人争先锋”活动，有力促进了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

度融合；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进书记校长“一肩

挑”；创新实施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的“双培

养”机制。二是成立了以副县长为组长的“双减”工作领导小组。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适时召开了全县“双减”工作现场推进

会，部门联合开展多次“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达到校

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清零，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分类管理，各

部门各负其责，校内课后服务两个“全覆盖”的目标。三是 2021

年 5 月 1 日，宁陕县成功举办“欢乐冰雪·健康中国”2021 年

全国滑雪定向挑战赛（陕西安康站）比赛；2021 年上半年，组

队参加陕西省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并取得优异成绩；2021 年 4

月-5 月，组队参加安康市第十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青少组）

比赛，取得团体总分全市第五名；2021 年 6 月-7 月，成功举办

宁陕县“城投杯”第一届全民运动会。2021 年 9 月 2 日，宁陕

县教体科技局荣获 2017-2021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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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人才”教师专项工作模式，组建 1 个团队着力帮扶 1 所

四是科技工作围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为目标，以组织实施技术创新项目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为抓

手，进一步聚集创新资源、激活创新要素、转化创新成果。完善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

推进我县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指导陕西欧西克电子有限公

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城关镇获得市级科技示范镇称号；指导企

业共取得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五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构建“三重融合，三全育德”德育工作

新常态，不断提升新时代育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县中小

学校德育工作步入新台阶。六是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

节县委、县政府表彰先进典型 43 人，两会期间政协表彰乡村边

远教师 9 人；继续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全年培训教师 2012 人次

；多层次开展苏陕协作，互派教师 17 人，最长支教时间达 1 年

；着力构建骨干体系，培养省级能手 1 人，市级能手 12 人，县

级能手 22 人；推进教师校长交流轮岗，12 名教师校长参加；创

新 薄

弱学校；积极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年均收入不低于公务员年均收入

政策；积极办理群众来访、来电，共受理“12345”工单 31 件，

信访 53 件，回复率 100%；认真做好新教师招录工作，注重向体

音美学科倾斜，全年招引教师 38 人，其中体音美教师 14 人。七

是宁陕县第二小学项目是宁陕县落实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推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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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教育均衡发展，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解决现有宁陕小学占

地面积小、活动场地拥挤、教学设施不足问题实施的一项重大民

生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城关镇水井湾,总投资 11300 万元，

按 36 个教学班建设,可容纳 1620 名学生上学，新建各类校舍建

筑面积 19786 平方米，地下停车场 3012 平方米，体育运动场地

6000 平方米及附属工程，项目于 2021 年 9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八是坚持把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作为改善民生的

重大工程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提升县域教育水平的重要抓手，

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机制，采取超常规的工作举措，着力优化城乡

教育布局，持续提升办学水平，稳步提高教育质量，义务教育学

校资源配置、条件保障基本达到优质均衡发展县指标要求，实现

了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跨越。3 所学校被命名为省、市级素质教

育暨教育质量提升优秀学校。九是宁陕县在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

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健全一

套机制（组织保障推进机制），紧盯两个核心（控辍保学、精准

资助），抓好两项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乡村学校标准化建设），

强化三项工作（监测预警、苏陕协作、政策宣传），推进一项工

程（全民健生工程）的“12231”工作模式，全面实现义务教育

有保障，发挥教育职能作用，全面完成了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年度目标任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全部

入学，教育资助政策精准落实，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中

小学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全民健身设施覆盖到位，全民健生活动



- 38 -

经常开展。十是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养育未来”宁陕县婴幼

儿照护服务项目第二个合作期正式签约，标志着继形成“养育未

来”整县模式之后，宁陕县着力打造婴幼儿照护服务“升级版”

拉开序幕；2021 年 12 月 13 日，新华社客户端全球连线《中国

在秦巴山区探索免费早教服务》，宁陕“养育未来”项目再次登

上世界大舞台；2021 年 12 月 2 日，新华社驻西安记者现场内参

直播宁陕“养育未来”项目。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部分预算资金支付进度稍缓，预算

执行率降低。二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目标不够明确、

细化和量化，有待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三是办公经费有缺口。

办公经费不足，影响工作正常运转。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加强资金使用与监管，合理安排资金支付

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在编

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

相应匹配。三是进一步加大人员经费等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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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 2021 年度未开展部门重点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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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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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支

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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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执行，

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

当年剩余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