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科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本年收入 4,082.67      一、本年支出 4,082.67 4,082.67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082.6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国防支出

     二、上年结转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五）教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60 3,198.60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29.51 29.51

（十三）农林水支出 829.00 829.00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25.56 25.56

二、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4,082.67 支出总计 4,082.67 4,082.67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2022年预算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4,082.67 554.67 3,528.00

704 重庆市黔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082.67 554.67 3,528.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60 499.60 2,699.00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45.94 424.94 21.00

    2080101     行政运行 424.94 424.94 0.00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21.00 0.00 21.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4.66 74.66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08 34.08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7.04 17.04 0.00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54 23.54 0.00

   20807    就业补助 2,678.00 0.00 2,678.00

    2080701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2,678.00 0.00 2,678.00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51 29.51 0.0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51 29.51 0.0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0.23 20.23 0.00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32 4.32 0.00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2022年预算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4.96 4.96 0.00

  213   农林水支出 829.00 0.00 829.00

   21305 扶贫

    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

   213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829.00 0.00 829.00

    2130804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829.00 0.00 829.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5.56 25.56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5.56 25.56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56 25.56 0.00

备注：本表反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总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554.67 470.14 84.53

704 重庆市黔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54.67 470.14 84.53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42.18 442.18

   30101    基本工资 104.98 104.98

   30102    津贴补贴 93.15 93.15

   30103    奖金 15.41 15.41

   30106    伙食补助费 0.00 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4.08 34.0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17.04 17.04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0.23 20.23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70 1.70

   30113    住房公积金 25.56 25.56

   30114    医疗费 4.32 4.32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25.71 125.7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4.53 74.53

   30201    办公费 6.00 6.00

   30202    印刷费 3.00 3.00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总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03    咨询费

   30204    手续费 1.00 1.00

   30205    水费 3.00 3.00

   30206    电费 5.00 5.00

   30207    邮电费 3.00 3.00

   30208    取暖费

   30209    物业管理费

   30211    差旅费 10.00 10.0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0213    维修（护）费 1.00 1.00

   30214    租赁费 1.00 1.00

   30215    会议费 0.80 0.80

   30216    培训费 2.37 2.37

   30217    公务接待费 3.02 3.02

   30226    劳务费

   30227    委托业务费 4.00 4.00

   30228    工会经费 2.56 2.56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总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29    福利费 2.10 2.1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4.30 24.30

   302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38 2.3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7.96 27.96

   30307    医疗费补助 4.96 4.96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3.00 23.00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0.00 0.00 10.00

   30902    办公设备购置 10.00 0.00 10.00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部门编
码

部门名称

2022年预算数

总计

因公
出国

（境）
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
接待费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合计 3.02 3.02

704 重庆市黔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02 3.02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预算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故此表无数据。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科目 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082.6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事业收入 五、教育支出

上级补助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60

其他收入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29.51

十三、农林水支出 829.00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25.56

本年收入合计 4,082.67 本年支出合计 4,082.67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4,082.67 支出总计 4,082.67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上年结
转结余
资金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收入

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
款收入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拨款收入

事业
收入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其他
收入

合计 4,082.67 4,082.67

704 重庆市黔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082.67 4,082.67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60 3,198.60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45.94 445.94

    2080101     行政运行 424.94 424.94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21.00 21.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4.66 74.6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08 34.08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7.04 17.04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54 23.54

   20807    就业补助 2,678.00 2,678.00

    2080701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2,678.00 2,678.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51 29.51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51 29.51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0.23 20.23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32 4.32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上年结
转结余
资金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收入

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
款收入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拨款收入

事业
收入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其他
收入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4.96 4.96

  213   农林水支出 829.00 829.00

   213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829.00 829.00

    2130804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829.00 829.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5.56 25.5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5.56 25.5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56 25.56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部门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4,082.67 554.67 3,528.00

704 重庆市黔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082.67 554.67 3,528.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60 499.60 2,699.00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45.94 424.94 21.00

    2080101     行政运行 424.94 424.94

    2080109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21.00 21.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4.66 74.6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08 34.08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7.04 17.04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54 23.54

   20807    就业补助 2,678.00 2,678.00

    2080701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2,678.00 2,678.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51 29.51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51 29.51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0.23 20.23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4.32 4.32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4.96 4.96

  213   农林水支出 829.00 829.00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部门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3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829.00 829.00

    2130804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829.00 829.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5.56 25.5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5.56 25.5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56 25.56



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2022年采购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计
上年结转结

余资金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收

入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收入

财政专户管
理收入

事业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合计 15.00 15.00

货物类 15.00 15.00

工程类

服务类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0131080

项目名称 就业招聘、创业大赛及大中专毕业生档案管理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20.00

上级资金

本级资金 20.0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2年预计举办创业大赛和专场招聘会以及为流动人员提供档案管理服务。

立项依据 渝人社发〔2015〕161号、黔江府发〔2016〕15号、渝府办发〔2013〕158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为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生态环境，引导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支持创新创业，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脱贫人
员等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打造黔江经济发展新引擎。2022计划举办创业创新大赛2场，举办"春风行动“、”大学生创业招聘专场“、”民
营企业招聘周“等专场招聘会5场，接收流动人才档案3000余份。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求职者满意度 ≥ 100 %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率 ≥ 95 % 1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招聘会场数 ≥ 5 场 17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困难群体就业 定性 优 16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月举办 定性 优 25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46788

项目名称 社保补贴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778.00

上级资金 778.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2年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社保补贴。

立项依据 渝财社〔2021〕159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调整优化就业有关扶持政
策，做好社会保险补贴工作。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享受社保补贴人员满意度 ≥ 95 % 18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符合条件申请人员社保补贴率 ≥ 100 %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缴费 定性 优 1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定性 优 18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拨付 定性 优 18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46743

项目名称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项目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当年预算（万元) 400.00

上级资金 400.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组织专场招聘和用工对接、开展就业创业大赛、创业成果展示、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管理等。

立项依据 渝财社〔2021〕159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组织专场招聘和用工对接、开展就业创业大赛、创业成果展示、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管理等，推动创业，促进
就业，为就业困难人员创造优质的就业生态环境。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就业创业人员满意度 ≥ 99 % 1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创业大赛场数 ≥ 2 场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定性 优 1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就业困难家庭经济收入 定性 明显改善 18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进度拨付 定性 优 18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26661

项目名称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中央级）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686.00

上级资金 686.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用于2022年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立项依据 渝财金〔2021〕58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项资金安排用于支出用于对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一定贴息，减轻创业者和用人单位

负担，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引导用人单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 2.3 亿元 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享受创业担保贷款人数 ≥ 1150 人（户） 1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享受小额贷款对象满意度 定性 优 1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定性 优 16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申报进度审核拨付 定性 优 17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26296

项目名称 金融机构代发失业金手续费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1.00

上级资金 1.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用于代发失业金手续费。

立项依据 渝财社〔2021〕139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及时缴纳手续费，保障资金顺利支付，维护失业人员的权益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享受失业金对象满意度 ≥ 95 % 1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程序拨付失业金手续费 ≥ 10000 元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享受失业金人数 定性 优 1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定性 优 16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申报进度审核拨付 定性 优 25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46734

项目名称 培训补贴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500.00

上级资金 500.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开展职业技能、创业培训人员提供补贴。

立项依据 渝财社发〔2021〕159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提高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技能手段，结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和培训需求，对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劳动力，采取灵活多
样的培训方式开展“短平快”的培训，对组织贫困劳动力参加就业创业培训的培训机构，按规定给予补贴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人员满意度 ≥ 99 % 18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培训补贴准确率 ≥ 99 % 1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培训后就业困难人员技能提升 定性 明显改善 1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给就业困难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 定性 明显改善 18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进度拨付 定性 优 18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46671

项目名称 公益性岗位补贴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1,000.00

上级资金 1,000.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就业，对用人单位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解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立项依据 渝财社〔2021〕159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就业，对用人单位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解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益性岗位人员及用人单位满意度 ≥ 99 % 18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拨付公益性岗位补贴准确率 ≥ 99 % 1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益性岗位人员到期后个人综合素质 定性 明显改善 18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拨付 定性 优 1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公益性岗位补贴持续推进 定性 优 18



2022年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申报单位 704002-重庆市黔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项目编码 50011422T000002027366

项目名称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市级）

项目类型 联系人 向勇 联系电话 79235671

当年预算（万元) 143.00

上级资金 143.00

本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用于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立项依据 渝财金〔2021〕58号

当年实施进度计划 当年实施完毕。

当年整体绩效目标
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项资金安排用于支出用于对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一定贴息，减轻创
业者和用人单位负担，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引导用人单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当年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 2.3 亿元 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享受创业担保贷款人数 ≥ 1150 人（户） 1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享受小额贷款对象满意度 定性 优 1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定性 优 16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申报进度审核拨付 定性 优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