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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2022年单位预算表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2,472.53 教育支出 2,932.42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72.5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4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22.1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285.00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2,757.53 本年支出合计 3,076.92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0.00

八、上年结转（结余） 319.39

收入总计 3,076.92 支出总计 3,076.92



单位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教育收费资金
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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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收入

** ** 1 2 3 4 5

合计 3,076.92 319.39 2,472.53 2,472.53 285.00

205 教育支出 2,932.42 319.39 2,328.03 2,328.03 285.00

　03 　职业教育 2,932.42 319.39 2,328.03 2,328.03 285.00

　　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2,932.42 319.39 2,328.03 2,328.03 28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40 122.40 122.4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40 122.40 122.4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122.40 122.40 122.4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10 22.10 22.10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 22.10 22.10

　　2210203 　　购房补贴 22.10 22.10 22.10



单位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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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3

合计 3,076.92 1,789.49 1,287.44

205 教育支出 2,932.42 1,644.99 1,287.44

　03 　职业教育 2,932.42 1,644.99 1,287.44

　　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2,932.42 1,644.99 1,287.4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40 122.4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40 122.4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2.40 122.4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10 22.10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 22.10

　　2210203 　　购房补贴 22.10 22.10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2,472.53 一、本年支出 2,472.53 2,472.53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472.53 教育支出 2,328.03 2,328.03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40 122.4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22.10 22.10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2,472.53 支出总计 2,472.53 2,472.5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2,472.53 1,453.39 1,019.14

205 教育支出 2,328.03 1,308.89 1,019.14

　03 　职业教育 2,328.03 1,308.89 1,019.14

　　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2,328.03 1,308.89 1,019.1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2.40 122.4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2.40 122.4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2.40 122.4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10 22.10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 22.10

　　2210203 　　购房补贴 22.10 22.1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1,453.39 1,290.65 162.7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284.15 1,284.15

　30101 　基本工资 478.73 478.73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22.10 22.10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371.05 371.0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22.40 122.40

　3011202 　失业保险 0.30 0.30

　3011204 　其他保险 70.75 70.75

　30113 　住房公积金 84.70 84.70

　3019902 　临时工工资 50.60 50.60

　3019903 　聘用人员工资 42.80 42.80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0.72 40.72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9.45 159.45

　30201 　办公费 4.17 4.17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30204 　手续费 0.15 0.15

　30205 　水费 5.00 5.00

　30206 　电费 17.20 17.20

　30207 　邮电费 8.17 8.17

　30209 　物业管理费 12.00 12.00

　30211 　差旅费 16.06 16.06

　30213 　维修（护）费 11.89 11.89

　30218 　专用材料费 12.10 12.10

　30227 　委托业务费 4.70 4.70

　30228 　工会经费 20.00 20.00

　30229 　福利费 10.87 10.87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92 0.92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0.00 20.00

　3029901 　教学业务费 15.10 15.1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3029902 　离退休人员公用支出 1.12 1.1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50 6.50

　30305 　生活补助 2.22 2.22

　30308 　助学金 2.28 2.28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0 2.00

310 资本性支出 3.29 3.29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1.29 1.29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2.00 2.00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三公”经费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360008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0.92 0.92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无该项数据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60008]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无该项数据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360

实施单位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

校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2-01-01

2022-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43

其中：财政拨款 343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目标1：改善学校教学软硬件办学条件
目标2：提高学校思政教学条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采购实验实训设备物资 >=20套/件

校园维修修缮工程 >=3项

质量
维修修缮工程及设备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改善中职办学条件
学校软硬条件提高

明显

时效 设备购置如期完成率 =100%

成本
设备采购按照实际需求、国家标准和实

际成本进行采购
国家标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思政教学条件，提高思政教育质量
。

效果明显

深入推进“提质培优”项目。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 进一步扩大思政教学投入 效果明显

满意度 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90%

用工单位满意度 >=90%


