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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机关一幼 2018 年度部门预算报告

一、主要职能

本单位主要职能是：为 3至 6岁学龄前幼儿提供保育和教育服务。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本单位编制数 46 人，编内实有人数 21 人，编外实有人数 1 人，劳务派遣人员实有人数 28 人，购买课时

服务人员 2人，离退休人员 23 人。公务用车共有 2 辆。

三、2018 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任务

工作目标：

以学习落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纲要》为主线，关注幼儿学习的整体性，尊重幼儿的个体差

异，理解幼儿学习方式与特点，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建好队伍，抓好培训，积极开展保教工作，实

现家园共育。

（一）加强师德师风培训活动，提升教师专业成长。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教研方式，让教

师专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继续打造品质教育特色，促进幼儿品质发展。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开展“艺术节”、“科

技节”、“亲子运动会”、“手拉手帮扶活动”、“生活小能手”、“宝贝大闯关”、“水枪大战”

等活动，不断更新和投放区域材料、户外体育器械。

（三）重视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开展一系列的防控防爆演习，安全讲座培训等活

动。

（四）加强后勤卫生管理，提升品牌的内涵发展。购买运动草坪，更换户外腐烂地面；维修器械；

购买后勤保育用品，为保育工作做好供需。

（五）家园社区共同合作，促进幼儿园持续发展。配合社区开展教育活动和表演活动。

（六）做好各项组织机构活动，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四、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

2018 年本单位部门预算收支均为 1,516.3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16.37 万元，比 2017



年 1,404.06 万元增加 112.31 万元，增加 8%。基金预算 0万元，与 2017 年持平。具体包括：

（一）基本支出 866.7 万元。具体支出内容如下：

1、人员经费 694.88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离退休经费 142.02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公用经费 18.26 万元，主要包括福利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 649.67 万元，具体支出内容如下：

1、购置费支出 0 万元。

2、修缮费支出 0 万元。

3、业务费支出 649.67 万元，主要内容有：一般管理事务、学前教育等。

（1）一般管理事务 609.67 万元，主要包括劳务派遣人员经费、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其

他一般管理事务。

（2）学前教育 20 万元，主要包括：a.学前教研 10 万元，用于教研方面的支出，包括教育课题研

究费、专家指导费、教学用品教玩具、班级主题教育、区域活动、家长半日观摩、外出社会实践、毕业

典礼等。b.保育后勤 10 万元，用于保育后勤方面的支出，包括班级保育用品、厨房后勤用品用具维修

等。

（3）购买服务 20 万元，用于购买老师课时费。

五、“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 7.31 万元，与 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持平。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18 年预算数 0万元，与 2017 年持平。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

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

因此各单位 2018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二）公务接待费。2018 年预算数 0.31 万元，与 2017 年持平。主要用于园务等业务活动开支的

接待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8 年预算数 7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8 年预算数



0 万元，与 2017 年持平；我园公务车 2 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8 年预算数 7 万元，与 2017 年持

平。主要用于园务等业务活动开支的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 年我园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351.7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31.74 万元,购买课时服务

费 20 万元。

七、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我园 2018 年纳入绩效自评的项目 1 个，金额 20 万元。该项目主要内容为：1、加强教师各种业务

培训。2、组织幼儿进行故事大王比赛、亲子运动会、家长半日观摩活动、智勇大闯关、周末大比拼、

艺术节、科技节等活动。3、添置和维修教育教学设备和户外体育设备等。

八、其他重要事项情况

本单位为事业单位（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2018 年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

九、名词解释

1、保育后勤：用于保育后勤方面的支出。包括班级保育用品、厨房后勤用品用具维修等。

2、学前教研：指在教研方面的支出。包括教育课题研究费、专家指导费、教学用品教玩具、班级

主题教育、区域活动、家长半日观摩、外出社会实践、毕业典礼等。



表一：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 1,516.37 教育支出 1,374.36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16.37 普通教育 1,374.36

1、一般性经费拨款 1,516.37 学前教育 1,374.36

2、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2.02

3、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516.37 本年支出合计 1,516.37

上级补助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缴上级支出

上年结转、结余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516.37 支 出 总 计 1,516.37



表二：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 1,516.37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16.37

1、一般性经费拨款 1,516.37

2、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3、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516.37

上级补助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516.37

表三：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教育支出 1,374.36

普通教育 1,374.36

学前教育 1,374.3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2.02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本年支出合计 1,516.37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结转下年

支 出 总 计 1,516.37



表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16.37 教育支出 1,374.36

1、一般性经费拨款 1,516.37 普通教育 1,374.36

2、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学前教育 1,374.36

3、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2.0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本年收入合计 1,516.37 本年支出合计 1,516.37

上年结转、结余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516.37 支 出 总 计 1,516.37

表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功能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516.37 866.7 649.67

205 教育支出 1,374.36 724.68 649.67

20502 普通教育 1,374.36 724.68 649.67

2050201 学前教育 1,374.36 724.68 649.67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2.02 142.02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142.02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02 142.02



表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按经济科目）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 预算数

合计 866.7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94.88

30101 基本工资 460.3

30102 津贴补贴 23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5.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30.24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2.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74

30113 住房公积金 75.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26

30228 工会经费 10

30229 福利费 1.26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3.57

30302 退休费 142.02

30309 奖励金 11.55



表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项目分类）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预算数

合计 1,516.37

一、基本支出 866.7

（一）人员经费 706.43

（二）离退休经费 142.02

（三）公用经费 18.26

二、项目支出 649.67

（一）一般性项目支出 649.67

1、购置费

2、修缮费

3、业务费 649.67

（1）一般管理事务 609.67

（2）学前教育 20

（3）购买服务 20

4、预算准备金

（二）专项性项目支出

（三）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表八：政府采购项目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基金预算

1 业务费 351.74 351.74

一般管理事务 331.74 331.74

C9900 其他服务 331.74 331.74

购买服务 20 20

C9900 其他服务 20 20

合计 351.74 351.74

表九： “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财

政拨款预算总

额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福田区机关一幼 7.31 0.31 7

备注：因公出国(境)经费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各单位不单独列报。



表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表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按支出功能科目编列至

“项”级）

科目名称

（按支出功能科目编列

至“项”级）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表十二: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预算执行时间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学前教研 20 20 2018.1.1-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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