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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及机构设置情况

1、主要职能

服务妇女儿童、创建和谐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提供女

性创业就业培训、女性素质提升、儿童心理健康咨询、妇女

儿童文化艺术教育培训、家庭教育指导等方面的公益性服

务。

2、机构设置情况

德阳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是德阳市妇女联合会下属二

级预算单位。

二、2021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完善场地设施建设，打造高质量阵地。

1.统筹落实场地设施的配置安装。统筹完成空调的配置

安装工作。统筹落实舞蹈室、声乐室、排练厅的音响、多媒

体配置。落实书画室、茶艺室、文学诗社的桌椅配置。落实

阅览室的桌椅配置、书籍配置。

2.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应用及建设，拓展线上阵地的建设

及发展。借助“德慧之家”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广泛宣传。

通过“德阳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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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招生、宣传、展示、交流工作及活动的开展。

（二）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落实分化管理，打造高效团

队。

1.完善管理制度，汇集成册，组织全体职工学习遵守。

完善部室分化管理制度，落实工作类别及主要负责人，优化

各部室工作能力及效率。完善考勤、值班及换休假制度。完

善疫情防控制度及措施。完善培训管理制度，制定《安全责

任制度》，与每位学员、教师、爱心人士签订《安全责任书》。

2.加强管理，优化发展。加强内部管理，科学按需设岗。

按照事业单位管理相关规定，科学合理、定岗定责，层层签

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按需依法依规推动事业单位改革，适

时优化中心机构设置。加强服务职能，制定发展方案。努力

打造妇女的温馨家园，儿童的成长乐园。加强内外协作，加

强与市妇联、社会组织妇女联合会、德阳市女企业家妇女联

合会以及社会组织的联系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加强队伍建

设，打造品牌团队。

（三）开展培训课程、公益活动，打造高品质学习、展

示交流平台。

1.开展培训课程，组建成立艺术团。现常态开展班级有

19 个，专业 13 项，受益人次达 300 余人次。向全市妇女儿

童常态开展舞蹈、音乐、书法、美术、诵读、瑜伽等培训课

程（课程为小班制教学，时长 90—120 分钟，定期发布招募

学员信息）。成立童慧舞蹈艺术团、儿童语言表演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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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麻花儿童戏剧团、德慧舞蹈艺术团、文学诗社，积极组

织参与各类展演活动。逐步落实成立妇女合唱团、儿童合唱

团、亲子合唱团等工作。

2.开展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外知识拓展、

体育锻炼、文艺熏陶、亲子教育、游学夏令营等公益活动，

发挥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作用。开展了“明明中秋月，

朗朗风雅声”——中心“古韵风雅”女子文学诗社庆中秋活

动。中心茶艺班开展了习茶迎中秋活动.组织开展了开心麻

花奇幻探险剧——《树洞的秘密》观剧及现场沉浸式教学活

动。在德阳冶轴文创园甜心盒子工作室开展了美妆摄影技巧

培训活动。组织开展了环境融创课程——环境启发式教学活

动。由德阳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与相关社区联

合组织开展了“把爱带回家——亲子茶艺”儿童关爱活动。

配合市委组织部、市妇联在市委一号会议室组织举办了“关

爱女性健康知识”专题讲座。筹备开设“幸福使者·母亲课

堂”“德益·法治进万家”、科学育儿指导、亲情培育、健

康养生等培训讲座，适时提供妇女儿童心理健康咨询、权益

保护、家庭教育指导等公益服务。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发布关爱儿童资讯、展示未成年人优秀才艺作品等工作，积

极开展家庭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崇德向善正能量，促进家庭

和美、社会和谐新风尚。

3.引进专家、团队挂牌中心，搭建德阳市“开心麻花小

演员培训基地、四川电视台金熊猫少儿人才选拔基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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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舞蹈人才选拔基地”等高水准艺术平台。

4.与各级妇联密切协作，积极支持、配合相关工作。与

企业家妇联协作，提供展示平台，并积极协助配合其展演相

关工作。与社会组织妇联密切协作，为其提供办公场所，积

极发挥基层妇女组织作用，推进妇联组织建设。

5.与社区加强协作，联合开展公益活动。与社区联合筹

划开展了儿童暑期艺术公益课程。与社区协作，开展留守儿

童关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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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入总计 292.25 万元，与 2020 年收入总计

308.67 万元相比，收入总计减少 16.42 万元，下降 5.32%，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年度项目收入减少；2021 年支出总计

292.25 万元，与 2020 年支出总计 229.28 万元相比，支出总

计增加 62.97 万元，增长 27.46%，主要变动原因是上年项目

结转经费在本年度支出。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年收入合计 215.7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215.70 万元，占 100%；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0 万元，占 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占 0%；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事业收入 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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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年支出合计 292.2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05.23 万元，占 70%；项目支出 87.02 万元，占 30%；上缴

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对附属

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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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292.25 万元、支出总计

292.25 万元。与 2020 年收入总计 308.67 万元相比，财政拨

款收入减少 16.42 万元，下降 5.32%，与 2020 年支出总计

229.28 相比，增加 62.97 万元，增长 27.46%。主要变动原

因是上年项目结转经费在本年度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92.25 万元，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 2020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增加 62.97 万元，增长 27.46%。主要变动原因是上年

项目结转经费在本年度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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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92.25 万元，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236.12 万元，占 81%；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35.37 万元，占 12%；卫生健康

支出 6.04 万元，占 2%；住房保障支出 14.72 万元，占 5%。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292.25，完成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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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群众团体事务（款）事业运

行（项）: 支出决算为 149.1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

数等于预算数。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群众团体事务（款）其他群

众团体事务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87.02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 支出决算为 15.06 万元，完

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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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决

算为 13.54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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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决算为

6.77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 6.04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

数等于预算数。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支出决算数为 14.72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

等于预算数。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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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92.25 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186.6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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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补助、奖励金。

公用经费 18.5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电

费、邮电费、差旅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

预算 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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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 0%。全年

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次，出国（境 0 人。因公出国（境）

支出决算与 2020 年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与 2020 年持平。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

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金额 0 万元，越野车 0 辆、

金额 0 万元，载客汽车 0 辆、金额 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越野车 0

辆、载客汽车 0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0 万元。

3. 公务接待费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 0%。公务接待费

支出决算与 2020 年持平。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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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接待支出 0 万元，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共计支

出 0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德阳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万元，与 2020 年决算数持平。主要原因是我单位为事业单

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1 年，德阳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

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德阳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共有车

辆0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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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保障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在 2021 年度预算编制

阶段，组织对 0 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 2 个项

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 2 个项目开展绩

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 2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2021

年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见附件（第四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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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

算资金。

2.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

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群众团体事务（款）事业运

行（项）：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包

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

属事业单位。

4.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群众团体事务（款）其他群

众团体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群众

团体事务方面的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

经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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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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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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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机关事

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

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退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

住房公积金。

10.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1.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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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2021 年 100 万以上（含）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

目标自评，本单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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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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